
【 K o n t a n 日报雅加
达讯】世界市场上原油
价格上涨为国家的油气
收入带来了祝福。在整
个2020年国家收入减少
的情况下，油价上涨是
个好消息。

在 周 四 ( 2 月 2 5 日 )
，2020年4月交货的布伦
特(bren t)原油价格从周
三收盘价每桶63.25 美
元的位置曾一度处于每桶
67.41美元的水平。

若与2020年1月的每桶
52.20美元相比的话，则
上升了7.5%，或比2020
年12月的每桶48.52美元
上升18.89%。

然而，世界原油价格
的上涨，并未对油气自然
资源部门的油气税收和非
税收国家收入(PNBP)产生
影响。

根 据 财 政 部 的 记
载，2021年1月的油气所
得税(PPh)收入落实为2.3
兆盾，或同比下降19.8%
。而油气自然资源非税
收国家收入亦仅录得落

实2 . 3兆盾，同比收缩
69.8%。

据财政部长丝莉.慕利
亚妮(Sri Mulyani Indra-
wati)称，2021年的国家
油气收入仍承受压力。
这是因为2021年1月的油
价仍比2020年1月同期更
低的缘故。

她说，“2021年的印
尼原油价格( I C P )低于
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
的印尼原油价格。这导致
收入仍然下降。”

然而，她对这个月的
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表

示乐观。“因为，世界
油价已经开始上涨。我
们不妨等着看看2月份的
收入。”

根据2021年国家收支
预算(A P B N )对基本宏
观经济假设变化的敏感
性，印尼原油价格每桶
上涨1美元，则国家收
入将增加3.7兆盾至4.5
兆盾。

其细节是，税收收入
增加1兆盾-1.1兆盾，而
非税收国家收入将增加
2.7兆盾-3.4兆盾。

然而，在另一方面，
印尼原油价格每桶上涨
1美元，国家支出也增
加3.1兆盾-3.6兆盾。
如此一来，预算顺差可
能增加0.6兆盾-0.8兆
盾。

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
设定印尼原油价格假设为
每桶45美元。政府定下指
标，2021年的油气自然资
源非税收国家收入和油气
所得税收入各为75兆盾和
45.8兆盾。(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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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4-28℃

泗水 云天 24-32℃

棉兰 晴天 22-33℃

登巴刹 云天 24-33℃

坤甸 晴天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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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2月26日）

累计确诊 :1,322,866 例
疑似患者 ：  75,822 例
新增病例 :    8,232 例
累计死亡 :   35,786 例
累计治愈 :1,128,67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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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互联互通不仅
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目
的，也将为国家疆土辽阔
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组建一个实体
制对接。佐科威总统周五
（2月26日）在雅加达总
统府主持20 2 1年数字化
连接计划启动仪式时这样
说道。

总统表示交通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和数字化的连

接对于加速公共服务和加
强民族团结扮演着一个重
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各种
计划发展数字化连接，为
实现数字转型，政府大力
培训数字人才。其中包括
提供政府经营的多功能卫
星容量(Satria)，在全国偏
远地区和处境较不利的地
区建设更多的电信塔。此
外政府还提供奖学金计划
给数字人才和提倡全国数
字素养运动。

总统接着说，流程化、
数字化、智能化是未来大
势所趋。数字化普及和应
用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战略性途径，数字化转
型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

总统解释说，“数字

化转型将带领带我国进入
未来快速发展的战略性关
键。 但是，必须继续维
持数字主权和独立地位。
这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原则。其中必须推动更
多采用国内生产的组件政
策，并鼓励让我国人民能
掌握最新的数字技术。

总统总结说：“我希
望20 2 1年的数字互联互
通计划将成为一个重要的
动力，可以使我国先进技
术应用深度对接，改进思
维方式，掌握全球商业机
会，让我国能迈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陪同总统出席活动的有
国务秘书部长普拉蒂克诺
(Pratikno)和信息与通讯部

长佐尼.帕拉德(Johnny G 
P l a t e)。整个活动过程均

严格遵循和执行防疫卫生
规程。(v)

流程化 数字化 智能化将是未来大势所趋

数字化转型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总统府网站】政府近年来大力发展公共

基础设施以加强公共设施的实体性互联互通

的同时，也积极建立全国群岛各个角落的数

字化连通性。

推动更多采用国内

生产的组件政策，

并鼓励让我国人民

能掌握最新的数字

技术

佐科威总统周五（2月26日）在雅加达总统府主持2021年数字化连接计划启动仪式。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香港时
间2月26日8时02分，全
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突破1亿1351万例，达到
113,516,997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251.7万例，达到
2,517,943例。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全球最多，接近2905
万例，达到29,048,716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
万例，达到520,673例,治
愈19,433,753例。

第二印度累计确诊病例
升至11,063,038 例，累计
死亡病例156,861 例,治愈
10,748,759 例。

第三巴西累计确诊病例
10,393,886 例,累计死
亡病例251,661例，治愈
9,323,696 例；

第四俄罗斯累计确诊病
例4,212,100 例，累计死
亡病例84,876 例，治愈
3,767,664 例；

第五英国累计确诊病例
4,154,562 例，累计死
亡病例122,070 例，治愈
2,72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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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印尼西部时间
（WIB）12时00分，全国
累计病例已升至1,322,866
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
诊病例8,232例。新增死
亡人数268例，国累计死
亡病人数升至35,786例。
全国新增治愈出院病例为
7,261例，全国累计治愈
患者1,128,672例。截至
2月26日全国疑似患者为
75,822人。

25日至26日过去24小
时西爪哇省新增2314例，
其次是雅京特区新增病例
16 6 1例，接着是中爪哇
省新增653例，东爪哇省
新增541例，东加省新增
485例。

南苏省新增339例，巴
厘岛新增330例，万丹省
新增237例，南加省新增
186例。

日惹特区新增174例，巴
布亚新增160例，苏北省新
增130例，东努省（NTT）
新增116例，中加省新增
112例。(v)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超1亿零1351万例 

印尼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22,866例
丝莉慕利亚妮财长乐观表示

油价上涨将提升今年2月份国家收入

丝莉.慕利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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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月25日星期四，在雅加达西区一家咖啡馆导
致3人丧生的枪击案令人震惊。除了人员的伤亡
外，这起命案还令人担忧，因为肇事者是一名现
役警官，而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国军成员。这个案
子必须非常小心、准确和坚定地处理不可。

上述案件显然引起广大社区对首都安全状况的
关注。这不是帮派或犯罪集团之间的火拼，而是
涉及本应保护民众并充当执法者的治安人员。此
案也令人感到疑惑，执法人员怎么可能在喝醉的
情况下轻易掏出枪支射击呢？

这起命案也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其中一
名受害者是现役国军成员。如果不能谨慎和明智
地加以处理，一旦纠纷恶化，将出现令人十分担
忧的局面。在雅加达和其他几个城市因国军和警
察成员的冲突引发的耸人听闻事件，至今让人记
忆犹新。

所幸雅京国军和警察领导层迅速采取行动，做
好各种防范措施，双方通过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
声明，设法保持两个机构之间的协同和团结。这
两个机构计划进行联合巡逻和实施其他必要的安
全措施，以使局势保持有利、可控和不升级。

我 国 警 察 总 长 李 斯 蒂 奥 （ L i s t y o  S i g i t 
P r abowo）将军立即就上述咖啡馆事件发布一项
政策。刚担任警察总长不久的他确须采取防范
措施，才能避免冲突升级和发生其他贻害无穷
的事件。

警察总长的指示载于编号为 S T / 3 9 6 / I I /
H UK . 7 . 1/ 2 0 2 1的警察总长电报信中，内容如
下：

一，对牵涉该案件的警察成员采取坚决行动，
执行不名誉解雇程序（PTDH）和刑事诉讼。

二，通过联合业务、宗教和体育等活动以及一
道参与社会或社区合作，继续积极地改善警察与
国军的关系和协同作用。

三，继续加强枪支管理程序的监督和控制，惟
合格和优秀的警察可以借用和使用枪支。

四，命令区域负责警官（Kasatwi l）和执行专
业与安全（propam）职能的警官与当地国军单位
及宪兵进行协调，继续快速、准确、彻底和公平
地防范与解决警察和国军成员之间的争端。

五，各自区域为处理和防止警察与国军成员之
间发生纠纷和骚乱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必须在第
一时间向警察总长报告。

我们欢迎国军和警察采取的协同步骤，不仅针
对上述案件，而且涉及大众利益。扰乱治安和公
共秩序的案件太多，单靠警方去处理是远远不够
的，特别是巴布亚等武装团伙掀起的动乱。

日前在咖啡馆发生的不算是重大案件，但影响
恶劣，尤其对雅加达安全指数来说，因它是全球
瞩目的国家首都。与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雅加
达的安全指数一直都很低。2019年，总部设在
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 t I n t e l l i gence 
Uni t）评估的60个城市中，雅加达的安全城市指
数仅得到54.5分，排名第53位。该指数不仅与社
会安全秩序的情况有关，也与数字、卫生、基础
设施和个人安全有关。

因此，不仅是国军和警察需要巩固和整顿其机
构和成员，雅加达首都专区地方政府也必须采取
各种坚定措施改善其国际形象，其中是对咖啡馆
和娱乐场所进行监管，特别是如果它们公然违反
有关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规定的话。

上述咖啡馆案件必须成为宝贵的教训，执法是
绝对有必要的，不仅是为了控制社会治安，也为
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地方政府和治安人员必须自省
以保持有利局面

国 内 企 业 界 实 施 的
自费（Mand i r i）新冠肺
炎疫苗或互助合作疫苗
（Vaksin Gotong Roy-
ong简称 GR）的计划与
政府正在进行的全民免
费疫苗完全不同。私企
准备向政府购买疫苗，
并为员工免费提供疫苗
接种。日前卫生部将安
排对接受自费疫苗的规
定，私企部门处理自费
疫苗，而政府向全民提
供免费疫苗，政府使用
中国科兴疫苗（S i n o -
v a c）、英国阿斯利康
疫苗（Astra Zeneca）
、No v a v a x疫苗和美国

辉瑞疫苗（P f i z e r）为
全民免费接种疫苗，私
企自费疫苗计划不能使
用以上四种新冠疫苗。
卫生新冠肺炎发言人西
蒂·纳迪雅（Siti Nadia 
Tarmiz i）于26日向媒体
记者如斯说。因此可以
确定政府向全民提供的
免费疫苗，不会落在私
企准备进行的GR疫苗计
划。西蒂·纳迪雅这样
补充充说。然而卫生部
并不宣布互助合作疫苗
到底将使用哪一种新冠
肺炎疫苗品牌。

此外，国家将指定Bio 
Farma制药厂与国有企业

部（BUMN）作为互助合
作疫苗计划的独家进口
商，理由是互助合作疫
苗易于控制的分配和安
全，还有互助合作疫苗
必须获得国家药品和食
品控制局（BPOM）的紧
急使用授权（EUA）。互
助合作疫苗不能在政府
卫生服务和诊疗所进行
新冠疫苗注射，主要是
为了不影响政府正在进
行的免费疫苗接种的工

作程序。
西 蒂 · 纳 迪 雅 还 表

示，医护工作人员接受疫
苗注射后互助合作疫苗才
进行，Bio Farma制药厂
将给各公司进行分配疫
苗，已接受疫苗的公司
立即给员工免费提供疫
苗。此外针对自费疫苗
的定价，在制定疫苗价
格之前。卫生部将与肃
贪会（KPU）协调合作制
定相关政策。（yus）

不允许使用科兴和辉瑞疫苗作为自费疫苗

自费新冠肺炎疫苗将有别于政府的全民免费疫苗

生部长布迪古纳迪.沙迪京

【印尼CNN新闻网】根据24日生效的

2021年第10号第7条第4章卫生部法令，

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沙迪京（Budi Gu-

nadi Sadikin）于26日正式宣布自费新冠

肺炎疫苗名单。

副 总 统 马 鲁 夫 阿 敏
（Ma’ruf Amin）周五
（26/2）在雅加达史纳延
体育馆视察对运动员、教
练和辅助人员进行新冠疫
苗接种的实施情况。

体育领域的首次疫苗接
种计划是政府致力于应对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承诺部
分，特别是对于优先获得
疫苗接种的人群。

马鲁夫在体育馆视察疫
苗接种后说，接种疫苗是
当务之急，尤其是那些将
参加国内或国外体育活动
的人。

疫苗接种者总计 8 0 8
人，他们是来自40个组织

即39个体育项目组织和1
个国家残奥委员会的运动
员、教练和辅助人员。 

对公众人物的运动员实
施疫苗接种有望成为社会

的典范。马鲁夫说，在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各种
国际规模的体育赛事仍在
继续。尽管没有观众在现
场观看，体育赛事也可以

满足运动员的商业需求。
马鲁夫表示，特别是

那些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例
如奥运会的运动员，他/
她们必须事先准备，这样
才能及时达到顶峰。别让
他/她们感染新冠病毒而
无法参加比赛。

青 年 与 体 育 部 长 扎
努丁阿玛利（Za i n u d d i n 
Ama l i）说，接种疫苗的
运动员和官员将参加许多
国内外赛事。下一阶段，
将根据各自的住所在当地
接受疫苗注射。当然，青
年与体育部将与卫生部长
协调，使他们不必赶赴雅
加达。（pl）

【 印 度 尼 西 亚 C N N
梭罗讯】周五（ 2月 2 6
日）佐科威总统长子吉
布兰（Gibran Rakabum-
ing Raka）与德古（Teguh 
P r a k o s a）正式就任中爪
哇省梭罗市正副市长。就
任仪式在梭罗市全体会议
大楼举行。吉布兰由中
爪哇省长甘加尔（Ganja r 
P r anowo）作为地区中央
政府的代表直接主持就任
仪式。

吉布兰在就职典礼后
说：“ 感谢真主，昨日的
就职典礼进行得很顺利。
公务员必须做社会诚实守
信的模范，我们将尽量为
梭罗社区服务。”

吉 布 兰 – 德 古 宣 誓
就职后，甘加尔的妻子
（Atikoh Ganjar Pranowo）
委任吉布兰的妻子雪菲
（Selvi Ananda）为中

爪哇市政合作社（PKK）
和区域国家工艺委员会
（Dekranasda）主席。

众所周知，吉布兰–德
古于20 2 0年地方首长选
举中赢得了梭罗市正副
市长。他们击败了Bagyo 
Wahyono - FX Supardjo（
简称BaJo）组合候选人。

掌握梭罗市地方议会多
数席位的政党支持吉布兰 
– 德古，他们赢得22万
5451票或86.54％的选票。
而其对手Bajo仅获得了3万
5055或14.46％的选票。 

当被普委会（KPU）确
定为获胜候选人时，吉布
兰承认他即将上任梭罗市
长时能够发挥最佳作用。

“我和当选的副市长
德古，一起将在苏拉加
达市政府工作。我希望优  
先考虑加快经济复苏和关
注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

问题。”吉布兰周四（1
月21日）在梭罗市Swiss 
Be l l酒店普委会举行的公
开全体会议上如是说道。

总统府幕僚专员多尼
（Donny Gahral Adian）

周五（2月26日）说，佐
科威总统长子吉布兰就任
梭罗市市长的就职仪式程
序都与其他地区负责人一
样执行，没有任何特别待
遇。（adr）

马鲁夫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

视察运动员等接受疫苗注射的情况

副总统马鲁夫阿敏视察运动员和官员的疫苗接种情况。

公务员必须做社会诚实守信的模范

吉布兰正式就任梭罗市市长

周五（2月26日）梭罗市市长吉布兰（右二）和妻子Selvi Anan-
da（右）以及副市长德古（左二）和妻子Sherly Yusnita（左）在
中爪哇梭罗市地方议会办公室举行正副市长就职典礼。

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1年 1月27日）

顺序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1 雅加达 1661 335900 5408 1.61% 321033 95.57%

2 西爪哇 2314 209566 2304 1.10% 170864 81.53%

3 中爪哇 653 152071 6595 4.34% 97841 64.34%

4 东爪哇 541 128690 9064 7.04% 115728 89.93%

5 南苏省 339 55865 837 1.50% 51082 91.44%

6 东加省 485 54639 1287 2.36% 46026 84.24%

7 巴厘岛 330 33825 910 2.69% 30571 90.38%

8 廖岛 69 31286 757 2.42% 29417 94.03%

9 万丹省 237 29395 612 2.08% 21988 74.80%

10 苏西省 97 29017 643 2.22% 27328 94.18%

11 日惹特区 174 27425 665 2.42% 21298 77.66%

12 苏北省 130 24299 829 3.41% 20990 86.38%

13 南加省 186 21480 722 3.36% 19106 88.95%

14 巴布亚 160 16895 175 1.04% 9047 53.55%

15 苏南省 39 15818 765 4.84% 13810 87.31%

16 北苏省 66 14947 493 3.30% 11849 79.27%

17 中加省 112 13681 354 2.59% 12132 88.68%

18 楠榜省 68 12385 636 5.14% 10783 87.06%

19 东南苏省 10 10025 193 1.93% 9283 92.60%

20 中苏省 85 9966 254 2.55% 8159 81.87%

21 亚齐 8 9531 383 4.02% 7836 82.22%

22 北加省 12 9437 146 1.55% 7264 76.97%

23 东努省 116 8999 249 2.77% 6346 70.52%

24 廖内群岛 19 8684 218 2.51% 8280 95.35%

25 西努省 65 8641 338 3.91% 7013 81.16%

26 西巴布亚 37 7357 125 1.70% 6739 91.60%

27 邦加勿里洞 70 7256 110 1.52% 6422 88.51%

28 马露姑 24 6956 105 1.51% 6179 88.83%

29 占碑省 24 5373 82 1.53% 4169 77.59%

30 西苏省 17 5214 102 1.96% 3664 70.27%

31 朋古鲁 20 4914 147 2.99% 4575 93.10%

32 哥伦打洛 19 4774 133 2.79% 4336 90.83%

33 西加省 39 4574 33 0.72% 4135 90.40%

34 北马露姑 6 3981 112 2.81% 3379 84.88%

鲍比正式就任棉兰市市长

成功赢得棉兰市长选举的穆罕默德·鲍比·阿菲夫·
纳苏蒂安Muhammad Bobby Afif Nasution（右二）在妻
子Kahiyang Ayu（右）陪同下与当选棉兰市副市长的
奥利亚·拉赫曼Aulia Rachman（左三）及妻子Shaula 
Ardianty（左二），周五（26日）准备出席在北苏门
答腊省棉兰市举行的棉兰市当选2021-2024年正副市
长宣誓就职仪式。

【点滴网雅加达讯】金
融服务管理局(OJK)记载，
截至2021年2月8日，对794万
债务人的银行信贷重组已达
987.48兆盾。

日前，金融服务管理局
监事会主席魏姆博.善多梭
(Wimboh Santoso)在印尼电
视CNBC经济前景的节目上
说，“这个重组正在运行

中，其金额相当大。”
魏姆博声称，信贷重组落

实低于金融服务管理局所估计
的。此前该权威预计重组达到
占银行业信贷总额的25%。甚
至其图形开始下降。

他说，“这仍然低于我们
最初的预期。当时我们估计
25%，但显然的只有18%，
且这个数字是平的，甚至，

一些客户已经开始逐渐恢
复。”

魏姆博说，已对620万债
务人的中小微型企业(UMKM)
进行重组为388.3兆盾，和对
180万债务人的非中小微型企
业重组为588.15兆盾。

而截至2021年2月8日的融
资公司重组已达193.5兆盾。

最初预计仅1年的信贷重

组计划也延长至2022年3月，
因为觉得需要更久的时间。
该计划安排在2020年第11号
金融服务管理局条例中。

这项政策是在众多企业家
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
情大流行影响的背景下采取
的，因此进行了重组，俾使
他们的信贷依然归类为顺畅
而不至于呆账。(xin)

截至2021年2月8日对794万债务人 银行业信贷重组已达987.48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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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建 设 规 划 部 长
苏哈尔索·摩诺阿尔法
(Suharso Monoarfa)于昨
日在雅加达召开的2022
年发展规划技术协调会
(Rakortekrenbang)上称,
这些优先方案有望解决
地方问题,发挥区域潜力
并支持政府实现国家发
展目标。

2022年的国家优先项
目是工业区和31座冶炼
厂、发挥中小微企业作
用、可再生能源、粮食
主产区,以及10个旅游胜
地建设。

进一步,在巴布亚和国
家首都的重大项目、社
会保障体系改革、国家

卫生体系改革、技能教
育改革、综合的主要港
口网络,数字化转型。

在网络会议上的优先
项目讨论结果,将直至
召开国家发展计划会议
(Musrenbangnas)时完善,
所以成为政府、部门或机
构以及地方政府在编制
2022年工作计划的依据。

苏哈尔索补充称,社会
经济转型、优化区域竞
争优势,实现公平发展也
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考虑
到爪哇岛对国内生产总
值(GD P )的贡献仍然最
高,达60.1%。接着是苏
门答腊岛21.2%,而其他
地区对我国经济的贡献

还很小。
廖内须关注三项发展

计划
Bappen a s建设资金分

配经理艾尔文(Erwin Di�
mas)建议廖内省政府聚
焦于加快三项发展计划,
即粮食主产区,工业区和
旅游业建设。

他 2 5 日 在 北 干 巴 鲁
说:“若能实施好这三项
发展计划,结果将不仅显
示出统计数字,而且可以
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

据他介绍,可以改善的
重点是粮食主产区,这是
涉及农业、种植业乃至
牲畜在一个区域结合的
产区。

若这个粮食主产区可
以提高产量从10分增加
到15分的话,则可以满足
苏门答腊岛半个省份的
稻米需求。

“在未来期间,政府继

续对这项政策公开化。
更何况,廖内省的一些地
区和城市具有极好的自
然资源潜力,例如椰子、
西米和油棕,”他说。

艾尔文补充,目前廖内
省生产的西米产量远高
于巴布亚省等其他地区,
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的产量。

“我想,廖内省西米
的潜力必须进一步去开
发,”他说。

因此,艾尔文希望在一
两个星期内,廖内省政府
编制粮食主产区、工业
区和旅游业的建设计划,
而Bapp e n a s准备提供协
助。

“省政府必须从技术
上编制该计划。Bappenas
将继续保驾,以便未来技
术能应用在省、县市政
府的发展计划,”艾尔文
如斯说。(er) 

与经济复苏和结构改革一致

Bappenas描述2022年国家战略项目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民建设规划部

(PPN/Bappenas)描述2022年的一些国家

战略项目与经济复苏和结构改革一致。

 

 

【安塔拉社巴东讯】自
2021年初，巴东水泥公司
（Semen Padang）恢复向
马尔代夫、澳大利亚和孟
加拉国出口水泥和熟料（
水泥制作过程中的一个中
间产）。

印尼水泥集团（SIG）
销售主管拉赫曼（Rahman 
Ku r n i awan）昨日在巴东
说：“自202 1年1月至2
月中旬，印尼水泥集团通

过巴东水泥公司出口的水
泥和熟料，总量达3 3万
3532.391公吨。”

该出口量是截至2021年2
月22日的数据，并将持续增
加，因为到目前为止公司还
继续运输水泥和熟料。

拉赫曼仔细说，出口到
三国的水泥分为两种，即
1.5万公吨强度等级52.5
普通硅酸盐水泥（OPC）
出口到澳大利亚，以及2

万1924.180公吨强度等级
42.5普通硅酸盐水泥出口
到马尔代夫。

“关于出口到孟加拉国
的熟料是一级熟料，总量
29万6608.211公吨，”拉
赫曼说。

对 S I G 和 巴 东 水 泥 来
说，出口水泥和熟料是公
司维持工厂利用率，来降
低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努
力，这才会使公司获利。

“所以出口活动减少
了工厂停产的可能。在财
务方面，出口水泥和熟料
可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
入，”他说。

巴东水泥公司自20 0 8
年已经出口水泥和熟料到
许多国家。公司自2016年
开始拓展澳大利亚市场，
并成为向澳大利亚出口水
泥的SIG集团首家旗下企
业。(er)

今年1月至2月中旬 

巴东水泥出口33万多吨水泥和熟料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贸 易 部 长 鲁 特 菲
（Muhammad Lutfi）鼓励
日本汽车品牌独家代理商
（ATPM），利用印尼—
澳大利亚全面经济合作协
议（IA CEPA）将其制造
的车辆出口到澳大利亚。

鲁特菲于昨日在雅加达
举行的网络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将与日本的品牌

总公司沟通，来确保他们
使用在我国现有的生产设
施向海外，尤其是与我国
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譬如
澳大利亚出口汽车。”

部长称，澳大利亚的汽
车销量每年达120万辆，
但我国尚未利用该国的市
场机会。鉴于两国签署了
IA CEPA协议，我国就有一
个很好的机遇来利用这些

市场。鲁特菲解释，2019
年或疫情之前的时期，我
国的汽车出口量达3 1万
辆，总值达82亿美元，总
销量110万辆。2020年的
出口量降至25万辆，总值
66亿美元，机动车总销量
大约55万辆。

政府提供免征奢侈品销
售税（PPnBM）的优惠，
来协助汽车行业从大流行

影响中恢复，同时鼓励消
费者购买新车。贸易部长
鲁特菲希望，此举可减少
库存车的数量，所以汽车
制造厂复工复产。

鲁特菲预计，政府豁免
四轮机动车奢侈品销售税政
策，将推动国内的汽车总销
量增至90万辆至100万辆，
因此今年国内汽车工业的营
业额增至40亿美元。(er)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贸 易 部 长 鲁 特 菲
（Muhammad Lutfi）
乐观表示，印尼宾坦氧
化铝公司（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 在
廖内群岛省宾坦岛的投
资开始生产活动后，在
2024年至2025年我国将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氧化铝
和铝锭棒产品的其中一个
出口国。

他在雅加达举行的视
频新闻发布会时说：“印
尼宾坦氧化铝公司投资
6 0亿美元，因此，工厂
的建设完成后，在20 2 4
年至2 0 2 5年我国在氧化
铝和铝锭领域的出口将大
幅增长。这个指标将会实
现。”

他阐明，这是在我国
进行出口多样化的一个例
子，因为在十年前，我国
仍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来
支配。

他认为，为了进行出
口多样化将需要投资和工
业化，投资进入我国后，

在几年后，我国才能享受
具有出口潜力的非油气新
型产品。

“正如我所说，我们
在十年前确实还出口半成
品和原材料，而现在已改
变了，我们已经销售钢铁
和汽车，而这也是该投资
的基础。投资进入我国，
及具有工业化基础，才
能实现出口多样化，”他
称。

他深信，未来我国将
成功进行出口多样化，能
从用于生产在国内还没有
的商品，及具有出口潜力
的商品的投资显示出来。

例如，在莫罗瓦利发
展的镍工业使我国目前成
为世界上第二大向各种国
家出口不锈钢的国家。

“这是进行出口多样
化的一部分。至少有14个
新的工业点，一部分是在
爪哇岛以外进行不长期的
投资，投资额达到50亿美
元。他们将制造我国出口
到外国的非油气产品，”
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根达里讯】
东南苏省工业和贸易局表
示，20 2 0年期间已向日
本出口259 . 3 9吨白对虾
（udang vaname），出口
额为285.8亿盾。

东南苏省工贸局局长西
蒂（Sitti Saleha）在根达
里对记者表示：“日本是
最近几年内成为白对虾出
口的主要目的地。”

她解释说，在2020年白
对虾的出口量比2019年的
285.66吨，数额为290.3
亿盾有所下降。

“在2020年白对虾的出
口量比2019年有所下降，但
其出口量降幅不太大，这意
味着，在全世界，包括我国
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并
未严重影响渔业，特别是白

对虾养殖业的出口业绩，”
她如斯说。

地方政府继续鼓励企业
家利用根达里新港，或通
过根达里Haluo leo机场向
外国直接出口产品。

“我们不能否认，还有
很多白对虾养殖业的产品通
过岛屿之间运货，才出口到
外国，以致不记录为东南苏
省的出口，”她阐述。

她认为，各方都必须建
立合作提高出口，特别是
白对虾养殖业的出口。

“海事与渔业局必须继
续推动白对虾养殖业者通
过政府的各种计划和刺激
措施来提高产量。我们亦
将推动企业家从根达里直
接出口产品，”他进一步
称。(vn) 

贸易部长表示乐观

2024年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氧化铝出口国

东南苏省于去年期间

向日本出口259吨白对虾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海 事 与 投 资 统
筹 部 长 鲁 胡 特 · 班 查
伊丹（Luhut Binsar 
P and j a i t a n）要求加快马
鲁古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建
设，以支持实现该地区成
为国家鱼仓的计划。

他在有关建设基础设
施支持马鲁古省和北马鲁
古省成为国家鱼仓计划的
协调会时作上述表示。一
些相关部长和地方首长亦
出席该协调会。

他在雅加达发布书面
声明时说：“现在捕捞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我们正
致力于在马鲁古省和北马
鲁古省发展，因为我们希
望能把该地区打造成为
鱼类生产区，以致未来
我们能直接出口到欧洲、
亚洲、中东、美国，及
澳大利亚各国。为此，我
们必须加速兴建其基础设
施，以便我们能够快速使
用。”

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是
国际标准渔港和安汶新港
（Ambon New Port）。
未来该港口将使用综合港
口概念建造，将建设国际
和国内集装箱码头、工
业和物流区、液化天然
气（LNG）码头，及发电
厂。

他认为，港口发展是
必要的，因为马鲁古地区
具有巨大的渔业潜力，特
别是在714点、71 5点，
及718点国家渔业管理区
（WPPNR I）的捕捞渔业
领域。

在该三个点的渔业年
产量估计达到75万吨。然

后，海事与渔业部再次对
上述数据进行了更新，现
有的渔业年产量达到95万
吨，而生产指标每年为66
万5000吨。

为此，政府评价，必
须尽快地兴建能够发展该
潜力的基础设施。

他续说，政府已经确
定该地区的发展，而在初
期阶段的建设将由交通部
进行。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
（Budi Karya Sumadi）
声称：“原则上，交通部
已经准备好了地点，该地
点先与投资统筹机构主
任举行的协调会时一起指
定。该地点不包括保护林
区，而我们已经编制在那
儿进行可行性研究。政府
亦通过20 2 1年马鲁古地
方收支预算（APBD）已
经分阶段征地。”

与此同时，海事与投
资统筹部海洋资源协调部
副经理（Safri Burhanud�Safri Burhanud�
d i n）补充称，还需要物
流方面的支持。

他称，为能在马鲁古
省和北马鲁古省兴建国家
鱼仓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各
种辅助物流设备，其中是
冷库、冷水机、制冰厂、
货船、冷冻集装箱、货
机、冷藏车，及基础设施
附近地区对电力的需求。
此外，特别是电力供应将
由国营电力（国电）公司
通过蒸汽发电站支持。

“这都需要物流方面
的支持，例如需要冷链系
统、出口和国内目的地
的运输方式，”他进一步
称。(vn) 

海事与渔业部长要求兴建基础设施

支持马鲁古成国家鱼仓

随着Citi l ink(连城航空)开

辟往返雅加达-特尔纳特

新航线，每周7趟航班将

促进商务飞航并增加对

两省的乘客互访。图为

周四，许多乘客抵达雅

加达哈利姆·佩达纳库

苏马机场的情景。

连城航空开辟雅-特新航线

图示星期五（26/2），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市Tri Dharma 
Dwi Dharma Bhakti寺庙的一名信徒正举着一台糖狮（Theng 
Sai）雕像的贡品准备祭拜元宵节。糖狮由面粉和糖制
成，在元宵节祭拜时供奉众神仙，象征着兴旺、发
财、添丁、祥和、平安的好寓意。

元宵节以糖狮贡品祭拜众神仙

易部长鼓励日本汽车品牌独家代理商

利用IA CEPA协议加大对澳出口力度

家畜绿饲料育种中心

图为西苏门答腊省Limapuluhkota县的Padang Mengatas
家畜绿饲料育种中心（BPTU-HPT）的官员正在测量
肉牛的胸围。BPTU-HPT拥有1300头牛，计划到2021
年将提高优质肉牛的产量5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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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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

	 1	 EDGE	 21950	 20425	 1525	 -6.95%	 38800	 792490
	 2	 UNTR	 23650	 22550	 1100	 -4.65%	 9128000	 206740312
	 3	 TKIM	 15700	 14775	 925	 -5.89%	 12951800	 192295807
	 4	 INTP	 13050	 12500	 550	 -4.21%	 7773600	 97554582
	 5	 INKP	 13725	 13175	 550	 -4.01%	 15566300	 205891782
	 6	 HRUM	 6825	 6400	 425	 -6.23%	 20946500	 134978742
	 7	 INPS	 5875	 5475	 400	 -6.81%	 2300	 12730
	 8	 BPII	 7950	 7550	 400	 -5.03%	 4600	 34820
	 9	 ARTO	 10350	 10000	 350	 -3.38%	 7733900	 77690165
	10	 STTP	 8725	 8450	 275	 -3.15%	 1100	 9452

	 1	 MIDI	 2000	 2490	 490	 24.50%	 16708000	 33428762
	 2	 SCCO	 10275	 10625	 350	 3.41%	 3100	 32052
	 3	 BNBA	 1370	 1710	 340	 24.82%	 220991500	 343990314
	 4	 GDYR	 2720	 3030	 310	 11.40%	 4175500	 12943269
	 5	 BYAN	 13250	 13500	 250	 1.89%	 9400	 128152
	 6	 BBHI	 1325	 1550	 225	 16.98%	 50942900	 76445925
	 7	 UNVR	 6775	 7000	 225	 3.32%	 26873400	 184911747
	 8	 NOBU	 810	 990	 180	 22.22%	 2248000	 2246121
	 9	 SHID	 2530	 2700	 170	 6.72%	 18700	 50490
	10	 BBSI	 1850	 1980	 130	 7.03%	 1008900	 207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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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3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February	26,	2021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5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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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170.00	 14320.00	 14157.86	 14300.15

新币	 SGD	 10674.75	 10794.75	 10677.92	 10789.31

港币	 HKD	 1816.83	 1856.83	 1825.74	 1844.11

日元	 JPY	 132.46	 136.06	 133.62	 134.97

欧元	 EUR	 17204.74	 17464.74	 17244.27	 17421.87

澳元	 AUD	 11075.15	 11315.15	 11136.57	 11255.65

英镑	 GBP	 19800.13	 20100.13	 19845.07	 20050.24

人民币	 CNY											2159.66	 2249.66	 2187.83	 2211.18

	 6241.79	 -0.76

	 944.75	 -0.81

	 631.45	 -0.48

	 1438.28	 -0.81

	 2048.92	 -1.25

	 951.10	 -1.09

	 996.75	 -2.46

	 1707.35	 0.11

	 377.96	 -1.38

	 1070.39	 -0.03

	 1458.86	 -0.7

	 861.93	 -1.16

	 1280.42	 -0.72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2月26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10.000		盾卖出	4.38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20.000	盾卖出		 8.7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8966.01	 跌	1202.26

韩国综合	 3012.95	 跌	 86.74

香港恒生	 28980.21	 跌	1093.96

上海综合	 3509.08	 跌	 75.97

欧股

英国FTSE	 6626.85	 跌	 25.11

德国DAX	 13812.16	 跌	 67.17

法国CAC	 5738.62	 跌	 45.27

荷兰AEX	 655.90	 跌	 8.58

Http://tw.stock.yahoo.com	26/2/2021	15:44

美股

道琼工业	 31402.01	 跌	559.85

那斯达克	 13119.43	 跌	478.54

S&P	500	 3829.34	 跌	 96.09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2/25

印 尼 证 券 交 易 所
（BEI）截至2021年1月
29日的数据显示，40岁
以下的年轻投资者人数
达到139万，占国内股票
投资者总数的75%，这
种比例是我国资本市场
历史上最高的。另一方
面，最年轻年龄段（即
18-25岁）的投资者继续
快速增长。他们中的一
部分属于“千禧年”或
2000年后出生的Z代。

年初至今，年轻投资
者增加10万4813人，占年
初新投资者总数的50.7%
。20-26岁年龄段的投资
者也快速增长至4万7854
人。同样，年龄在31-40

岁之间的投资者增加了3
万6350人。与此同时，40
岁及以上的投资者在同
一时间段内只增加了1万
7732人。

今年年初投资者人
数延续了2020年内的增
长。据记录，2020年里新
增28万569名18-25岁投
资者、13万911名26-30
岁投资者、10万9749名
31-40岁投资者和5万
5011名40岁以上投资者。
针对这一趋势，三家专
注于散户投资者的股票
经纪商，即Indopireme证
券公司、Mandiri证券公司
和印尼Mirae Asset证券公
司设定今年客户人数增

加的较高目标。
Indo Premier证券公司

市场和零售主管Paramita 
Sari说，投资者人数的快
速增长趋势也出现在其
证券公司。他说Indo Pre-
mier为印尼证交所的新投
资者总增长率贡献了约
30%。2月24日，他对媒
体表示：“与印尼证交
所一致，上述成就已达
到我们2021年新投资者目
标的30%。”

2020年Indo Premier
新增投资者已超过1 5
万人，今年该证券公司
计划再增加20万名投资
者。他说：“其中，超
过70%的Indo Premier客

户是年龄在20-40岁之间
的年轻投资者。”

Paramita Sari续称，为
了吸引到更广泛的投资
者，Indo Premier证券公
司正在以教育和基础设
施支持的形式开展“全
方位投资”（#Semua-
BisaInvestasi）活动。在教
育方面，Indo Premier提供
各种形式的教育，包括
网络研讨会、视频、播
客和文章，以支持从初
学者到高级投资者的投
资之旅。

在 基 础 设 施 方
面，Indo Premier提供了一
个一体化的应用程序，
即投资者可以用来进行
股票交易的Indo Premier在
线技术（IPOT）以及购买
信托基金的ETF。

Mand i r i证券公司也
感受到散户和年轻投资
者人数的上升趋势。该

万自立银行（Mandiri）
子公司也将今年的投资
者人数增长目标定为
50%。

Mandiri证券公司暂摄
总经理Silva Halim也看到
这一趋势。他说，Mandiri
证券公司散户和年轻投
资者人数的增长符合交
易所的趋势。在2020年
里，其证券业的客户构
成发生了变化，散户投
资者现在占注册投资者
总数的75%，而机构投资
者现在只占25%。

在所有注册投资者
中，年龄在20-40岁的客
户所占比例最大，为64%
，其余为40岁及以上的投
资者。他在2月24日的在
线会议上说：“如果千
禧一代的客户人数在2020
年翻一番的话，如今已
从原来的5万左右变为10
万人。”（xf）

证券公司设定今年客户人数较高增长率

资本市场年轻投资者已达64%新纪录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在资本市场的年轻投资者

人数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现在甚至达到了新的纪录。随
着尝试通过股票赚钱的Y代和Z代的到来，一些证券公司
也分得一杯羹。

受美债收益率上涨影响
金价料连续第二个月下挫

因经济前景好转和通胀担忧推高
美债收益率，金价周五跌至一周低
点，而且可能连续第二周和第二个月
下挫。

0520 GMT，现货金跌0.1%至每盎
司1,767.81美元，稍早一度跌至2月
19日来低点1,764.90美元。截至目前
金价周线跌0.8%，月线跌4.2%。

美国期金跌0.6%至1,765.70美元。
白银跌0.7%至每盎司27. 1 9美

元，但有望连续第三个月上涨。钯金
跌0.8%至每盎司2,382.02美元，有
望创三个月最大月线涨幅7%。

铂金跌0.1%至每盎司1,215.09美
元，料创10月底以来最大周线跌幅4.7%
，但月线有望实现四连涨，收高13%。

受累于美元走强和供应增加预期
油价跌约1%

债券价格大跌促使美元上涨，而
且市场预期随着油价回升至疫情前的
水平，更多原油供应可能回到市场，
油价周五下挫。

0516 GMT，美国原油期货跌0.72
美元或1.1%，报每桶62.81美元，回
吐周四的全部涨幅。

4月布兰特原油期货跌0.63美元或
0.9%，报66.25美元，周四下跌0.16
美元。交投更为活跃的5月合约跌
0.77美元或1.2%，报65.34美元。

美国股市大幅收低
因科技股在美国公债收益率(殖利

率)上扬后仍承压，美国股市周四大
跌，纳斯达克指数录得四个月来最大
单日百分比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低559.85点或
1.75%，报31,402.01点；标普500指
数收低96.09点或2.45%，报3,829.34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低478.54点或
3.52%，报13,119.43点。

日本股市收跌近4%
之前全球债券收益率跳升，令已

经对股市估值过高感到不安的投资者
受到惊吓，日本股市周五收盘大跌，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日 经 指 数 收 盘 下 跌 3 . 9 9 % 至
28,966.01点，触及近三周最低水准。

568

Patchwork 17 是否从事现金生意？
我之所以会推荐现金生意，并不

是要你“用现金交易”，而是尽可能
让“提供价值”与“获得等价金钱”
的时间趋近于“0”.若能加以实线，
资金的流动会获得大幅改善。

【本报讯】周五（26/2
）综合股价指数（IHSG）收
盘下落。早盘结束时，综
指下落83.65点或-1.33%
，至6205.99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下落47.85
点或- 0 . 7 6%，报收于
6241.796点。LQ-45指数下
落7.794点或-0.81%，报
944.747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
日本指数下落1202.26点
或-3.99%，报28966.01
；香港指数下落1093.96点
或-3.64%，报28980.21
；上海指数下落75.97点
或-2.12%，报3509.08；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24.79点
或-0.83%，报2948.75。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59万6585次，有246
亿7109万5155份股票易
手，总值21兆6270亿4332
万51 1 3盾。涨价的股有
136种，落价的股有345
种，242股持平。

外资净售95 0亿7 0 0 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MIDI(Midi Utama股)
涨价4 9 0盾，现价2 4 9 0
盾；SCCO（Supreme Ca-
ble 股）涨价350盾，现
价10625盾；BNBA（Bumi 
A r t a 银行股）涨价3 4 0
盾，现价1710盾；GDYR 
(丰年轮胎厂商股)涨价
310盾，现价203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EDGE(Indointernet股)
落价1525盾，现价20425
盾；UNTR(友联拖拉机股)
涨价1100盾，现价2万2550
盾；TKIM（Tjiwi Kimia造纸
厂股）落价925盾，现价1万
4775盾；INTP（印多水泥公
司股）落价550盾，现价1万
2500盾。

盾币贬值152盾
周五，雅加达银行间

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
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235盾中间价结束，比先
前价值14083盾，盾币贬值
152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47点至6241.796点

1美元兑14235盾
【商报丹格朗

县Muhammad Maan
报道】Modernland
房地产开发上市
公司(PT Modern-
land Realty Tbk，
股代号MDLN）正
在推出一项特殊
计划，以提高该
公司在大流行期
间的销售业绩。

Modernland房
地产公司城市发
展营销经理Helen 
Hamzah说，该公
司为最终用户和
投资者的民众可使用提供Modernland 
Cilejit住宅项目中的住宅购买的促销，
即价格折扣。

周四（25/2）Helen在雅加达的新闻
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以有吸引力的折
扣促销形式进行的努力可以在像当前这
样的大流行中促进销售。”

Helen称，Modernland公司乐观地认
为，2021年，房地产业务料将有所改
善，因为它受到疫苗接种计划和综合法
律（《就业创造法》）等许多积极推动
因素的支持。

Helen继续说，在出售Modernland Cilejit
住宅项目的第三阶段中，该公司提供的
住房包括简易房（RS）型，房地产（RE）
住宅型，RE 店屋和商业住宅（RU）。

Helen说：“除了通过促销获得便利
和救济外，Modernland  Cilejit房地产
价格还将随着开发和正在建设的设施

的发展而继续上涨。”
与此同时，作为一项环境保护运动

的一部分，该公司在Modernland Cile-
jit地区种植1000棵树种，其中包括红
木、Trembesi、sengon和桉树。

Modernland房地产公司人力资源与法律
高级董事总经理Dharma Mitra和Modernland 
Cilejit 董事总经理Reagan Honoris于周四
（25/2）出席1000棵树苗种植仪式。

据Dharma称，Modernland 房地产公
司继续支持各种社交活动，以此作为公
司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

Dharma接着说，因此，Modernland 
Realty支持并将始终积极参与植树造林
计划。种植的树木越多，产生的氧气
就越多。

他表示，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
Modernland Cilejit项目倡导的乡镇项目相
一致，该乡镇项目带有交通导向的发展
（TOD）和度假胜地的概念。（asp译）

为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提高销售业绩

Modernland房地产公司推出特殊计划

图为，万丹省，丹格朗县，Modernland Cilejit住宅项目的发展进度。
为了在大流行期间提高销售业绩，Modernland房地产公司推出特殊
计划。（商报/Muhammad Maan摄）

政府通过财政部为支持中小
微型企业(UMKM)和公司融资
拨出2021年国民经济复苏计
划(PEN)资金186.8兆盾。这项
2021年国民经济复苏预算作为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间加速
经济复苏的努力。图为：于周
四在万丹省南丹格朗市妇女正
在完成口罩手工艺品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为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和公司融资

政府拨出186.81兆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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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前公布的Astra 
Agro Lestari公司财务报
告，该公司的净收入同
比提高7.76%成为18.80
兆盾，20 1 9年，A s t r a 
Agro Lestari公司净收入
仅达到17.45兆盾，改善
收入增长是在Astra Agro 
L e s t a r i 公司棕榈原油
（CPO）和衍生产品销量
缩减时获取。

根据2 0 2 0年 1 2月， 
Astra Agro Lestari公司
运作业绩报告，2020年，
该公司的棕榈原油和衍生
产品销量降低13.6%成为
140万吨，那是因为2019
年冗长的旱季对2020年收
成造成的影响。

虽然如此，棕榈原油
和衍生产品销售量降低与

棕榈原油价格上涨同步，
为此，Astra Agro Lestari
公司能记载净收入增长。

Astra Agro Lestari公司
总务和公共关系副总经理
多凡.玛迪（Tofan Mahdi）
对记者称，“Astra Agro 
Lestari公司棕榈原油平均
售价提高27.8%。”

净收入提高的同时， 
Astra Agro Lestari公司
也记载数项成本项目提
高，举例收入成本同比
提高3.5%，从2019年的
15.3兆盾至2020年成为
15.84兆盾。

接 下 来 ， 支 出 也 提
高，举例资本支出同比
提高19.40%，从2019年
的3503.3亿盾，至2020
年成为4182.9亿盾。

虽然如此，Astra Agro 
L e s t a r i公司也成功压低
公共开支和行政，以及
销售费用项目，根据记
载，公共开支和行政费
同比降低 2 . 6 7 %，从
2019年的7233.5亿盾至
2020年成为7040亿盾。

与此同时，Astra Agro 
Lestari公司的销售成本同
比缩减9.57%，从2019
年的4608.3亿盾至2020
年成为4167.2亿盾。

另一方面，2020年， 
Astra Agro Lestari公司也获
得330.5亿盾的外币汇率
差异盈利。2019年，Astra 
Agro Lestari公司蒙受
346.5亿盾的外币汇率差
异损失。除此之外，Astra 
Agro Lestari公司的利息
收入同比提高68.80%，
从2019年的302.1亿盾至
2020年成为510亿盾。

在 扣 除 数 项 负 担 之
后，2020年，Astra Agro 
Lestari公司获得8330.9亿
盾净利，该数目比2019
年达到2111.1亿盾净利
剧升294.61%。

今年，Astra Agro 
Lestari公司定下指标，从
植物园产量增长5%，但
该公司未阐明，非植物园
产量增长数目。为能支
撑业务活动，Astra Agro 
Les t a r i公司计划，2021
年将调拨1兆盾的资本支
出，其中7000亿盾计划将
供还未收成的作物护理和
每年计划将在5000公顷
（ha）至6000公顷土地上
的重新种植方案用途。

与此同时，其余的资
本支出将供固定资产例
行的维修和保养，如桥
梁、员工房屋、公路和
工厂的维修保养。(sl)

棕油价格呈强势

去年Astra Agro盈余剧升294%
【Kontan雅加达讯】2020年，Astra Agro 

Lestar i公司顶线和底线业绩双双增长。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政府已颁布有关海事与
渔业部（ K K P ）实施的
202 1年第27号政府条例
（PP），该条例是为落实
创造就业综合法（Ci p t a 
Kerja）2020年第11号法令
的法规。

在该条例内，盐进口商
有义务须优先采购已在国
家盐仓/民间盐仓储藏的
盐塘农生产的盐产，供应
国内需求。

海 事 与 渔 业 部 海 事 服
务 经 理 米 达 胡 尔 . 胡 塔
（Miftahul Huda）对记者证
实该事宜。“是的，须优先
由民间盐产供应国内需求，
如果民间盐产达不到标准，
则必须预先进行加工。”

他也解释说，政府实施
各种全面的措施，从上游直
至下游，俾能提高民间盐
产质量，该措施已从生产
前阶段开始施行，生产，
生产后，加工和销售。

他声称，在生产前阶
段，海事与渔业部介入技
术方面，俾能提高盐塘质
量其中一项措施，即土地
综合，即把至少1 5公顷
（ha）的土地结合，俾能
良好贯彻螺纹过滤器（ulir 
filter）技术，以致每公顷
盐塘能生产120吨盐产。

海事与渔业部也与公共
工程与民房部（PUPR）合
作，俾能修复生产公路和

渠道，以致，能够减少生
产费用。“目前，海事与
渔业部也已通过继而洗涤
厂（washing plant）加工
阶段，2020年已在7个地
点兴建洗涤厂，每年能加
工7000吨。经过洗涤的盐
产已能通过含碘消费原料
盐的标准，目前，7家洗
涤厂正在被生产准证机构
评估，俾能达致印尼国家
标准（SNI）。”

与此同时，作为生产后
阶段，他声称，作为储藏
盐产的民间盐仓和国家盐
仓必须实施印尼国家标准
措施，这目的是使盐产质
量仍良好。他认为，民间
盐仓必须符合C型印尼国家
标准，而国家盐仓符合A型
和B型的印尼国家标准。

他希望，将来能出现
民间盐合作社，综合上游
和下游成为民间盐经济中
心，他也希望，地方政府
能在销售方面提供帮助，
俾能吸收当地的盐产，如
此一来，民间盐产能售出
和为工业用进行加工。

根据2021年第27号政府
条例，如果年底的盐存货
和盐年产量不足于供应来
年的需求计划，则可进口
来满足国内盐需求。

如果预测在民间盐仓和
国家盐仓，以及工业盐仓
的盐储备量，仅剩下25%
，则可进行盐进口。(sl)

【Bisn is雅加达讯】国
营水泥生产企业，巴杜拉
查水泥（Semen Baturaja）
公司承诺，将通过加强物
流营销网扩展市场。

巴杜拉查水泥公司通
过兴建营销中心，加强南
苏门答腊西区的水泥供
应营销，该水泥仓库将在
Lubuklinggau市建造，作为
苏门答腊西区水泥供应量
的策略点。

日前，巴杜拉查水泥公
司人力资源和总务经理安鲁
拉（Amrullah）称，建造该
营销中心将成为Lubuklinggau
市首家。“巴杜拉查水泥
成为该水泥仓库建设的发
起者，我们支持该地区的
水泥供应顺畅。”

他解释说，将来向该仓
库的水泥供应，不只为供
应Lubuklkinggau需求而已，
但也有能力伸展至临近省
区，如朋古露（Bengkulu）
省的Curup和占碑（Jambi）
的Saro langun县。为该设
施的建造，巴杜拉查水泥
公司也与Lubuklinggau市政
府合作。

因 该 计 划 符 合
L u b u k l i n g g a u市政府希
望能发展商业和工业区
的 措 施 。 “ 我 们 已 与
Lubuklinggau市长签署合作

协议，作为营销中心建造
工程初阶段。”

众所周知，该国营水泥
生产企业承诺，将通过物
流营销网加强市场发展，
该倡议将扩展市场直至次
要市场区，希望能提高销
售，以及市占率。(sl)

【Kon t an 雅加达讯】
成为纸尿裤原料的纸浆价
格已上涨，导致数家纸尿
裤生产商必须考虑合适的
价格为调高售价。

生产Oto商标的婴儿和成
人纸尿裤，Rejeki Putra Putri 
Eliman公司正在计算合理的
售价，因为从上月原料成
本已显著上涨。Rejeki Putra 
Putri Eliman公司首席执行官
O t o  G u n a s i s称，“总体
来看，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
间，纸尿裤需求量有单位数
增长。”

该数据下降因为纸尿裤
的纸浆原料价格调高。此
外，塑料和纸板包装价格
也上涨。

他透露，目前原料价格
调高有点异常。纸浆价格
显著调高，甚至至今达到
30%。

他说，目前Rejeki Putra 

Putri Eliman公司正在计
算纸尿裤向市场调整的
售价。“很难保持现在的
价格，因为原料非凡的增
加。”他这么说。

其他纸尿裤生产商， 
Uni-Charm Indonesia(UCID)
公司也面对纸尿裤原料价
格调高问题。

Uni-charm Indonesia公
司秘书Vikry Ahmadi称，
虽然原料价格调高，Uni-
charm Indonesia公司不直
接调整价格。有一些保持
售价稳定的措施。

他 说 ， U n i - c h a r m 
Indonesia公司成为Unicharm
集团的部分，使用购买大
规模原料的强力为保持售
价的稳定。“此外，我们
实施成本效率为面对该情
况。”他如斯说。

Wings Group Indonesia
作为 B a b y  H a p p y 品牌

纸尿裤生产商，承认将
继续保持纸尿裤价格的
稳定。

Baby Happy营销经理
Julie Widyawati称，纸浆
价格调高将对产品带来影
响。“但是我们也了解民
众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
经济影响，为此，民众不

必担心，因为我们将持续
保持Baby H a p p y的价格
稳定。”她这么说。

她说，今年婴儿纸尿裤
工业拥有很好的前景又有
挑战性。该情况因为在新
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消费
者行为模式的巨大变成充
满活力。(lcm)

纸浆价格上涨 数家纸尿裤期待调高售价

图为超市售卖的纸尿裤。

KKP设法提高

盐塘农的盐产质量

图为：KKP提高盐塘农的盐产质量，进口商有吸收国产盐的义务。

巴杜拉查水泥兴建营销中心

加强南苏门答腊西区供应

图为：Lubuklinggau市将兴建水泥仓库，作为南苏门答腊西区
水泥供应链策略点。

【Kon t an 雅加达讯】
国营电力公司(PLN)通过旗
下PLN Gas & Geothermal 
(PLNGG)公司和巴厘省地
方企业即Dewata Energy 
Bersih(DEB)公司，签署可
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为
开发巴厘液态天然气(LNG)
终端。

该步骤是PLN转型精神
的一部分，以及随着巴厘
省府能源和电力政策的方
针，而持续推动使用清洁
和环保能源。

周二，PLNGG公司总经
理Moh. Riza Affiandi与
DEB公司经理Cokorda Alit 
Indra Wardhana通过视频
签署这项谅解备忘录。

PLN总经理Zulkifli Zaini
声明，该合作是为兑现
承诺继续提高使用清洁和
环保的能源的部分。“这

是根据Nangun Sat Kerthi 
Loka Bali愿景保持巴厘
自然及其内容的神圣与和
谐，能源基础设施的开发
必须对环境友好，并提高
当地智慧的价值。我们承
诺持续提高使用清洁能
源。”他这么说。

巴厘省长I Wayan Koster
也称有关巴厘省府能源
和电力政策方向持续推动
环保能源。“虽然巴厘没
有天然和矿产资源为发电
站，巴厘强烈的愿望跟随
国家能源和电力政策，即
保持巴厘从上游到下游的
自然干净。”他这么说。

液化天然气业务的研究
可行性，希望成为PLNGG
和DEB公司之间在巴厘岛

省开发接收站和LNG再气
化基础设施合作的最初计
划。未来，PLNGG和DEB公
司的合作有望可以利用巴
厘开发LNG接收站和再气
化的业务潜力，以及巴厘
省的其他衍生业务。

在巴厘终端LNG基础设
施开发预期于20 2 3年初
能运营，将提供天然气到
Pesanggaran天然气与柴油
发电站(PLTDG)。

为满足Pesanggaran的天
然气发电厂的燃料需求，
将利用液态或LNG形式的
天然气，目前，PLN与LNG
生产商BP Tangguh有长期
合同。提供天然气供应面
临的主要挑战，即天然气
基础设施有限，特别是与

LNG接收站相关的基础设
施，包括LNG输送和其他
支持设施。

在 巴 厘 的 电 力 服 务
中，PLN始终优先使用清
洁能源，其中之一是天然
气发电厂。除了优化装机
容量200兆瓦（MW）的
PLTDG Pesanggaran外，PLN
还将天然气和蒸汽发电厂
迁移到Pesanggaran地点，装
机容量为300 MW。采取该
步骤成为满足电力需求并
加强巴厘的电力系统，为
创建巴厘自立清洁能源。

此外，为保持巴厘电力
系统的优势，PLN也将实现
爪哇-巴厘电力综合系统，
通过传输网成为我国最大
电力互连系统。(lcm)

促发电站使用天然气 PLN将在巴厘开发LNG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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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工 作 者 只 需 坐
着排队等待注射新冠疫
苗。注射疫苗后如果半
个小时内没有异常反应
则可以离开。

至少有1838名新闻工
作者在彭加诺体育馆参

加新冠疫苗接种。为新
闻工作者提供新冠疫苗
接种活动为期三天从2月
25～27日，雅加达约有
5512名新闻工作者将有
机会获得新冠疫苗。

其中5 1 2名疫苗接种

新闻工作者接种新冠疫苗后的愿望
【罗盘新闻网讯】新闻工作者接种新冠疫

苗活动从周四（2月25日）开始展开。上

千名新闻工作者在彭加诺体育馆篮球场接

种新冠疫苗。新冠疫苗接种活动有序顺利

地进行。虽然前来参加新冠疫苗接种的新

闻工作者不少，但没有引发人群聚集。进

去疫苗接种地点后，医务人员要求新闻工

作者坐在椅子上排队并要求出示身份证，

以确定其是否已报名参加新冠疫苗接种。

者是在20 2 1年全国新闻
日获得接种疫苗机会的新
闻记者，后来新闻委员会
与10个由新闻委员会组成
的组织及总编辑论坛建议
增加5000人。

一名网络媒体记者阿
古斯·拉哈马特（35岁）
说有机会获得新冠疫苗，
感到很高兴。他希望打了
新冠疫苗能免疫。

阿古斯在现场对罗盘
新闻网说：“我当然很高
兴。因为需要和他人互
动，所以新闻记者是最易
感染新冠的人群。”

阿古斯告诉罗盘新闻
网公司给其报名参加新
冠疫苗接种。他在当天
早上8时抵达疫苗接种地
点，坐着排队，9时40分

注射新冠疫苗。他说注
射疫苗后没有出现不良
反应。

一名电视台采访记者
黛薇基·阿梅丽娅（2 4
岁）说很高兴终于可以打
新冠疫苗了。她工作的地
方没有执行在家办公，她
每天都要追新闻。

阿梅丽娅说：“现在
打了新冠疫苗后就不再过
于担心了。”

本周四，佐科威总统
视察新闻工作者接种新冠
疫苗的活动。早上9时左
右，佐科威在卫生部长布
迪·古纳迪、通讯与信息
部长佐尼·G·帕拉特、
新闻委员会主席穆罕默
德·努哈陪同下视察疫苗
接种地点。

新闻工作者经常需要
与各种各样的人互动，
佐科威总统希望新冠疫
苗接种能够保护他们远

离此病毒。佐科威也希
望其他省份的新闻工作
者也能够尽快接种新冠
疫苗。（cx）

周四（2月25日），雅加达上千名新闻工作者在彭加诺体
育馆打新冠疫苗。

【liputan6新闻网讯】
印尼海事与渔业部龙虾种
子出口受贿行贿案，肃贪
委员会(KPK)对资金流向
进行追踪，发现资金流向
一名女大学生。调查小组
在本周三对该女大学生进
行调查后发现这件事。调
查小组怀疑出口商们的行
贿资金流向此名字叫艾丝
蒂·马丽娜的女孩子。

本周四，肃贪委员会发
言人阿里·菲克里说：“
嫌疑人安德烈奥·米桑
塔·帕里巴迪的一笔钱在
艾丝蒂·马丽娜手里。”

此外，调查小组也对国
会议员伊伊丝·罗西塔·
黛薇购买的豪华手表事情
进行深入调查。此女子是
前海事与渔业部长埃迪·
帕拉波沃德妻子。

阿里说：“海事和渔
业部船舰运营和观察主任
彭·努格罗赫·萨克索诺
对埃迪夫人在美国购买豪
华手表知情。”

埃迪和另6个人涉嫌这
起龙虾种子出口受贿行贿
案，他们是海事与渔业部
专员萨菲里、Aero Citra 

Kargo公司管理人员希斯
瓦迪、海事与渔业部长夫
人专员埃努尔·法齐、
部长专员安德烈奥·米
桑塔·帕里巴迪、部长私
人秘书阿米里尔·姆克米
宁、和Dua Putra Perkasa
公司董事长苏哈尔基托。

埃迪疑从苏哈尔基托
索取一笔钱。Aero Ci-
tra Kargo公司已有十次为
Dua Putra Perkasa公司提
供出口龙虾种子服务。要
对龙虾种子进行出口只能
通过Aero Citra Kargo货运
公司，一只笼子种子的运
输费为1800盾。Aero Citra 

Kargo公司疑是唯一一家得
到埃迪批准出口龙虾种子
的货运公司。出口商们疑
将一笔钱汇到此家公司的
银行账户。

2020年21～23日，埃迪
的妻子赴美国夏威夷火奴
鲁鲁市用受贿的钱购买奢
侈品，花了7亿5000万盾
购买劳力士手表、途明旅
行包、路易威登手提包和
老海军品牌衣服。

埃迪受贿34亿盾在其妻
子专员银行卡里。此外，
埃迪疑层受贿10万美元。
埃迪总共受贿了98亿盾。
（cx）

印尼海事与渔业部龙虾种子出口受贿行贿案

肃贪委员会发现资金疑流向一名女大学生

2月3日，前海事与渔业部长埃迪·帕拉波沃在肃贪委员
会大楼接受调查后走向囚犯车。埃迪涉嫌受贿被调查。
（安塔拉国家通讯社）

【罗盘新闻网讯】周四
（2月25日）凌晨，西雅
加达金卡连区RM咖啡馆发
生枪击事件，一名警员向
4名客人开枪，导致其中3
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印
尼国民军士兵。另一人受
伤在医院治疗。

此家咖啡馆位于西雅
加达金卡连区西外环路。
这起致命枪击事件发生在
当天凌晨4时左右，当时
咖啡馆要被关闭。公众从
这起事件中得知此家咖啡
馆违反大规模社交隔离
（PSBB），咖啡馆营业时
间超出规定。

西雅加达行政市城管局
局长塔莫·希加巴特说，
该局曾经发现过RM咖啡
馆违反防疫规定。昨日，
塔莫说：“这家咖啡馆已
经有两次违反防疫规定，
被我们处罚停业1×24小
时。2020年10月12号，咖
啡馆再违规，被我们罚款
500万盾。”

本周四，西雅加达西
金卡连社区004居委会会
长阿里说，RM咖啡馆的

存在让当地居民都感到反
感。20 1 3年，当地居民
不满咖啡馆举办现场音乐
表演。他也发现咖啡馆违
反防疫规定，营业时间超
出规定。他好几次将西雅
加达行政市政府呼吁书交
给咖啡馆老板，但都被无
视。

本周四，雅加达首都特
区城管局局长阿里芬说，
因为RM咖啡馆已有三次违
反防疫规定，所以将它永
久关闭。已经得到雅加达

首都特区创意经济与旅游
局的批准。

雅加达警察厅公关部主
任尤斯理·尤努斯讲述这
起枪击事件顺序。当天凌
晨2时左右，嫌疑人来到
咖啡馆消费，两个小时后
消费333万5000盾不买单
离开，因此与店员发生口
角，他突然拔出手枪射向
店内4个人，导致其中3人
当场死亡。后来嫌疑人被
押往西雅加达卡里德勒斯
区警察局。（cx）

西雅加达金卡连区致三人丧命咖啡馆枪击惨案

咖啡馆三次违反防疫规定 将被永久停业

致三人身亡的枪击案发地点。

【tr i b un新闻网讯‘巴
厘省巴隆县南库塔镇佩查
图村滨尹海滩惊现一具男
性尸体，当地警方已介入
调查。女死者的身份得到
确认，名字叫格雷丝魏黄
(音译)，现年49岁，美国
华裔公民，居住在加利福
尼亚州。

据警方说，该美籍女华
裔正在巴厘度假旅游，入
住在巴隆县一家别墅。

本周四，南库塔镇警察
局局长尤萨克·阿古斯迪
努斯·索埃说：“死者是
美国华裔公民，入住在一
家别墅。”

登巴萨市和南库塔镇
警方正在调查格雷丝的死

因。此女子疑从滨尹海滩
悬崖上掉下来身亡。

他补充说：“可能在海
滩悬崖边行走的时候不慎
掉下来死亡。”

据新闻报道，一群年轻
人在钓鱼的时候看到形状

像是人偶的东西从悬崖上
掉下来，走近一看，吃惊
地发现是一名皮肤白嫩、
长发乌黑的女子。

该女子被发现时穿着红
色上衣，死状惨烈，右脚
骨折。（cx）

巴厘海滩上惊现一具女尸

身份得到确认 系美籍女华裔

【罗盘新闻网讯】西
爪哇万隆市女佣杀害雇主
案，警方说嫌疑人丽妮
（22岁）杀死雇主黛薇·
罗姆拉（85岁）后把自己
弄伤假装被强奸。据新闻
报道，该女佣受着伤跑出
屋外向邻居求救，说有两
个手拿撬棍的身材高大男
子闯进家里。

经现场勘查后，警方发
现受害者家贵重东西都还
在，也没有人看到有人进
去受害者家。家里只有受
害者和女佣两人。

本周五，万隆市警察
局局长乌伦·山姆普尔
纳说：“嫌疑人故意用
刀刺伤自己假装被强奸，
被我们识破。她也承认人

是她杀的。她因为经常被
挨骂，怀恨在心，痛下杀
手。”

嫌疑人的行为触犯刑事
法典中的第351条，将面
临15年有期徒刑。

据新闻报道，本周四
晚上，黛薇·罗姆拉在
浴室里被发现躺在血泊
中。（cx）

杀死雇主后

万隆女佣刺伤自己假装被强奸被警方识破

【liputan6新闻网讯】西
努沙登加拉省中龙目县科
庞镇4个家庭主妇因向建
在她们村的制烟厂扔掷石
头而被警方抓捕。据悉，
她们和两个孩子一同被拘
留，但西努沙登加拉省警
察厅强调并没有对该4个主
妇和其孩子进行拘留。

本周二，西努沙登加拉
省警察厅发言人阿尔坦托对
记者说：“我再次强调她们
没有被拘留。我们两次试着
调解，还没促成。侦查员随
后依法展开调查。”

检察院已拿到案卷，
将尽快庭审。

此前，西努沙登加拉省
妇儿保护、人口控制与计
划生育局提出延迟拘留申

请。本周一，该局局长努
尔丁在中龙幕县帕拉亚市
将延迟拘留申请书交给地
方法院院长阿古斯·威拉
纳塔。

努尔丁说：“我以省
长助理身份提交延迟拘留
申请书。”

他称，因考虑到4件事
而提出延迟拘留申请，第
一、该4个嫌疑人的孩子
需要母乳；第二、丈夫和
孩子需要她们的照顾；第
三、不应该把她们和孩子
一起关在监狱里；第四、
她们不会逃跑。

他说：“因而我愿意成
为担保人。我希望法官们能
成全。”

努尔丁与中龙目县妇儿

保护、人口控制与计划生
育局局长姆里阿尔迪·尤
努斯抽空到帕拉亚市监狱
看望该4个家庭主妇。

帕拉亚市地方法院发言
人穆罕默德·萨乌齐称已
收到延迟拘留申请书，但
是延迟还是不延迟拘留由
法官做出决定。

据新闻报道，去年12
月，该4个家庭主妇因受不
了从制烟厂散发出的刺鼻
烟草味而向该工厂屋顶扔
掷石头，导致屋顶损坏，
损失450万盾。她们被控触
犯刑事法典第170条，将面
临5年有期徒刑。

当地居民也都因该制烟
厂散发出的味道对环境造成
影响而纷纷说不。（cx）

【tribun新闻网讯】本周
三凌晨，中加里曼丹省帕
郎卡拉亚市日坎拉亚区一对
夫妻被发现死在家中，妻子
死状惨烈。女死者名字叫莉
琳·阿梅莉娅，35岁，她被
发现躺在血泊中，身上满是
被捅伤得伤口，血流满地，
据说她的脖子断掉了。而
男死者名字叫阿南·沙拉

尼，49岁，是做苦工的，他
被发现在家中上吊身亡。

据当地居民说，该夫妻
的孩子跑到住在不远处的姨
母家哭着说爸妈死了。居民
纷纷来到该夫妻家查看，发
现他俩已经死了，立即向警
察局报警。

其中一名居民说：“我
们赶来的时候，发现男的在

家中上调死亡，他的老婆也
已经死了。”

帕郎卡拉亚市警察局刑
事案件调查组主任托多安·
阿贡·古尔汤姆说，警方在
当天凌晨接到报警后，立即
赶到案件发地点。经现场勘
查后，警方推断莉琳是被丈
夫捅死的，阿南杀死妻子后
上吊自杀。（cx）

【tr i b un新闻网讯】上
周，北苏门答腊省塞尔郎
北拉盖县两名女孩莉丝
卡·菲特丽娅(21岁)和阿
帕莉丽娅·金塔(13岁)遇
害案，北苏门答腊省警察
厅终于将凶手抓获，是一
名警察。

本周一，卡车司机在佩
尔巴翁安镇雅林巽路边发
现莉兹卡的尸体，被发现
时穿着黑衣。而阿帕莉丽
娅的尸体在西棉兰普罗巴
拉延社区被发现，被发现

时穿着褐色衣服。
北苏门答腊省警察厅发

言人纳英格兰说，该警员

在勿拉弯警察局服役。本
周四，他说：“我们在星
期三掌握嫌疑人的身份，
并展开追捕。嫌疑人是一
名警察。”

纳英格兰说嫌疑人的杀
人动机是心中产生恨意。当
被问起是否因为吃醋或是出
轨时，他拒绝回答。莉兹卡
是勿拉弯警察局临时员工，
她和嫌疑人有关系。

当被问起受害者生前是
否被强奸时，纳英格兰说
不清楚。（cx）

因不满制烟厂散发出烟草味影响环境

西努省4名主妇扔掷石头砸工厂被警方拘捕

北苏门答腊两名少女遇害案

凶手系一名警察 杀人动机系心生恨意

莉丝卡生前照片。

帕郎卡拉亚男子捅死妻子后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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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会议指出，“十三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
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我们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砥砺前行、开拓创新，
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经过5年持
续奋斗，“十三五”
规划主要目标任务胜利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决战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
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跃上新的大台阶，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
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激
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
接再厉，向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勇
前进。

会议认为，“十四
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第一个五年。在
党的领导下，发挥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科学编制实
施“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对于巩固拓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
坚成果，开启全面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具 有 重
大意义。

会议强调，“十四
五”时期，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
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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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经济行稳致远、社会
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

会议要求，在“十
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查和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讨论的过
程中，要充分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切实
把规划纲要制定好，
为更好实施规划纲要
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
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
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
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
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科学精准实
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强化科技战略支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会议强调，实现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要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稳健
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
准、合理适度。就业
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
聚力增效。要深入推进
重点领域改革，依靠创
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坚持扩大内
需这个战略基点，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
设，切实增进民生福
祉。要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会议指出，修订《中国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坚持和加强党
对高等学校全面领导
的重要举措，对于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必须毫
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
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
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
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
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配齐建强高
校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做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深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全面增强高校基
层党组织生机活力，发
挥好师生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会议要求，各级党
委（党组）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汇聚形成关
心、支持、推动高校党
建工作的强大合力，构
建高质量的高校党建工
作体系，引领推动高校
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使命任务落实
好。高校基层党组织
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为契机，
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更好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通电话：
中方愿继续尽己所能支持哥方抗疫

26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
25日晚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哥关系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务实合作不断优化
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双方相互
慰问支持，体现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的深厚情谊。中方愿继续尽己所能支
持哥方抗疫，同哥方开展疫苗合作。中
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哥伦比
亚提供新的合作机遇。中方愿同哥方共
同努力，推动中哥关系得到新的更大
发展。双方要继续相互支持，对接好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哥伦比亚—中
国倡议”，在能源、基础设施、电信等
传统合作基础上，积极拓展农牧业、新
能源、数字经济、创意产业等新领域合
作，深化文化、教育、体育、地方等领
域交流合作。中方愿继续鼓励中国企业
赴哥伦比亚投资兴业。中方愿同哥方在
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协作。杜克向
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候，祝中国人民元
宵节快乐。杜克表示，去年是哥中建交
40周年。我对哥中关系良好发展，特别
是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感到高兴。哥
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哥伦比亚投资，
希望同中方共同规划好未来40年关系
发展，深化经贸、科技、文化、体育等
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成
果。感谢中方为哥伦比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提供宝贵支持，特别是中方提供的
疫苗将帮助拯救大量宝贵生命，体现了
哥中两国深厚友谊和高度互信。哥方期
待同中方继续加强疫苗合作。

中国将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
26日讯，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

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
26日透露，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出”。当日，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
发布会。游钧介绍说，中国当前养老保
险体系三个层次中，作为第一个层次的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健全，职工
养老保险加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个平
台目前已覆盖近十亿人；作为第二层次
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
并且在逐步完善，目前已经覆盖5800
多万人。游钧表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
保险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
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举措；国际经验也表明，多层次的养老
金体系更具风险可控和可持续性。“近
年来我们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框架
下系统谋划、整体设计第三层次制度模
式。”他说，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借
鉴国际上的经验以及总结国内一些试点
经验，目前已经形成了初步思路，总的
考虑是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
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
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
度，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

王正谱出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中国官方26日发布消息，国务院

任命王正谱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官方资料显示，王正谱1963年8月

生，山东烟台人。2003年8月至2010年
10月先后担任原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
办公厅副主任、财务司司长等职。履职
国家乡村振兴局之前任四川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

根据官网消息，2021年1月开始，王
正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
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国棉纺织行业景气度
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25日发布2021
年1月中国棉纺织行业景气报告：1月
中国棉纺织行业景气指数为50.80，
总体看，中国棉纺织行业景气度继续
保持在扩张区间。中国棉纺织行业协
会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
殊重要性的一年。1月，中国多地接连
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部分企业生产
经营暂时受到一定影响，在各地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积极应对、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下，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经
济和社会发展稳定恢复。

福建最大便利店 迈出跨界整合新步伐
福建最大便利店连锁厦门见福26日

与四家战略合作伙伴签约，在企业创立
第15年之际，迈出跨界整合新步伐。

当天，厦门见福与上海日冷食品
贸易、山东凤祥股份、杭州九阳豆
业、厦门松品食品科技和信三得利商
贸四家合作伙伴举行签约仪式，实现
从传统主业日常用品向烘焙、泡饮和
快餐等三个不同行业的跨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图为，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北京2 6日讯】中共中

央政治局2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

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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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要草案稿和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稿，审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

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月26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
病处主任张竹君（中)、资讯科技副总监黄志光（左)、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
何婉霞（右）出席记者会。香港新增24宗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当中有18宗为本地确诊病例。

 （图：中新社）

香港新增24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地占18宗 【中新社26日讯】
中国交通运输部26日披
露，今年1月份中国交
通运输主要指标与去年
同期相比，投资、货运
量、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呈现快速增长；与2019
年1月相比，投资、货运
量等主要指标均保持在
10%以上的增长。与此
同时，受疫情防控和就地
过年等因素叠加影响，客
运量大幅度下降。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
人孙文剑26日在交通运
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中国交通运输
实现了新年开门红。具

体内容为：今年1月份，
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912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增长42.1%，
比2019年1月增长13.8%。
其中，公路、水路完成
投资1434亿元，同比增
长52.3%，比2019年1月
增长11.8%。

1月份，完成营业性
货运量41.5亿吨，同比
增长38.0%，比2019年
1月增长11.1%。孙文
剑称，货运量自去年5
月起至今年1月连续9个
月保持正增长。

此外，1月份，完成
港口货物吞吐量12. 9

亿吨，同比增长17.4%
，比 2 0 1 9年 1月增长
13.4%。集装箱吞吐量
完成了2377万标箱，同
比增长13.2%；比2019
年1月增长7.3%。

【中新社26日讯】 
2 6日11时15分，由北
京冬奥组委携手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下称，国
航）设计涂装的冬奥主
题彩绘飞机“冬奥运动
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飞往武汉，这是国航
继“冬奥冰雪号”之
后，喷涂的第二架冬奥
主题彩绘飞机。

“冬奥运动号”首航
恰逢元宵佳节，在这个团
圆的日子里完成了加入冬

奥大家庭后的首秀。
国航介绍，“冬奥

运动号”选用冬奥核心
图形和体育图标作为主
要设计元素，核心图形
的蓝色渐变与飞机整体
色调完美融合，机身两

侧8个动感的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体育图标跃然
而出，展现出冬季运动
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的
特点，同时也传递出冬
季运动的热情与活力。

国航称，26日13时

17分，“冬奥运动号”
顺利飞抵英雄之城武
汉。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
水门”仪式迎接国航“冬
奥运动号”彩绘飞机
的首秀。

中国国航冬奥主题彩绘飞机“冬奥运动号”元宵节完成首航

【中新社26日讯】
针对欧委会将世贸组织
危机归咎于中国没有向
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26日称，
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欧 委 会 日 前 发 布

《开放、可持续和坚
定自信的贸易政策》
新文件，表示将一如
既往重视对华经贸关
系，但同时也提出“中
国奉行独特的国家资本
主义模式并对现有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构成挑

战”，将世贸组织危机
归咎于中方没有向市场
经济转型。

对此，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表示，这不符合
事实。中国正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中国始终
是世贸组织的积极参与
者、坚定支持者、重要
贡献者。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才是当前世贸组
织危机的根源。

发言人称，在贸易

政策新文件中，欧盟将
在外资审查、出口管
制、政府采购、补贴等
领域采取更严格限制。
中方希望欧方增加政策
透明度，保持公平公正
和非歧视，避免阻碍正
常的国际贸易投资。

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将WTO危机归咎于中国：毫无根据

今年1月中国交通运输投资、货运量均两位数增长

孙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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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得香抵抗力强 康复快精力旺盛

心怀感恩，身体也受益

心理门诊

健康大讲堂

足跟痛 试试中药熏蒸
主讲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针推伤科 副主任医师 朱伟民

家庭医生

超声胃镜，灵敏的透视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 孙 波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博士 郭润峰 □陈雪莹 编译

如果说到“保持健康”
的话题，我们通常最先考
虑的是勤锻炼、吃得好、
看医生。其实精神层面上
的活动，也对保持健康有
重要作用，感恩就是其中
一种。感恩是一种乐观的
情绪，包括愿意向周围的
人表示感谢和赞赏，也可
以感激自己拥有的物品、
自己本人以及当前的生
活，其对健康有许多有益
的影响。近日，美国“积
极生活”网站总结了感恩
对身心健康的诸多益处。

1.提高睡眠质量。很
多难以入睡的人被焦虑、
压力和各种麻烦困扰，而
感恩有助于缓解精神 痛
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发表
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
示，与不写感恩日记的

人相比，每天写感恩日
记的人能多睡半个小;即
使参与者被慢性疼痛困
扰，也能获得这种益处。
还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的心理学家发表在《身心
健康研究杂志》上的研究
成果显示，在感恩测试中
得分高的人，睡眠质量更
好，他们的睡眠持续时间
长，也能更快地入睡。

2.改善心理健康。心理
不健康的人也无法拥有健
康的身体。当你心怀感恩
时，心理健康也能受益。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
心理学家发现，拥有感恩
心态的人，对生活的满意
度高，自尊心也得到明显
提升。每天仅需写5分钟
的感恩日记，就能将幸福
感提高10%。另外，大量
研究显示，感恩还能帮助
克服内心伤痛。对越战老

兵的调查发现，那些感恩
之心强的士兵，出现“创
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
较低。即使在最糟糕的时
候，发现生命中需要感恩
的人和事，并表达感恩之
情，都能让一个人在面对
逆境时内心更强大。

3.增强免疫力。虽然
感恩无法治愈疾病，但它
能显著增强我们的生理功
能。荷兰莱顿大学的精神
病学家发现，乐观的情绪
能提高免疫功能。特别是
感恩之心，可以使免疫系
统在应对压力和困难时做
出更好的反应。这是因为
感恩心态能激活副交感神
经系统，起到镇静作用，
降低了应激反应，从而减
轻压力，保护了免疫系统
功能。因此，懂得感恩的
人生病次数少，也较少去
医院。

4.精力更充沛。在现
实生活中，你可以从许多
来源获得能量，其中之一
就是感恩。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对
238名参与者进行的研究
发现，感恩和活力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精力充
沛和感恩的人往往有着相
似的特征，两者可能形成
了良性循环。

5.延长寿命。大量先
前的研究表明，感恩和乐
观可以预测某人的寿命。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的心理学家发现，悲观情
绪较高和感恩程度较低的
人，其死亡风险比乐观的
人高出1 9%。而且，那
些在生命早期就有更多积
极、感恩情绪的人，能有
更长的寿命。

6.促进康复。不论是心
理还是生理上的疾病，学
会感恩都有助于康复。美
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
发现，抑郁症患者可以将
感恩作为一种康复方法，

这种心态增强了患者克服
心理困扰的能力;有冠心
病的患者，如果进行了感
恩训练，生活质量有所提
高，抑郁焦虑减少，恢复
得更快。

感 恩 训 练 具 体 怎 么
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
手：1 .记录下值得感恩
的事，例如生活中小小的
快乐：和亲人的拥抱、对
孩子微笑、一个舒服的淋
浴……所有这些都会让我
们意识到，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都是值得感激的;2.写
一封感恩信或打一个感恩
电话，构思和撰写感恩信
息，可以让人产生正面、
积极的心理体验，不论我
们是否把这封信寄出去，
仅仅是创作的过程，就能
让我们充满感恩情绪;3.回
馈社会，效仿那些帮助过
你的人，也去帮助别人、
回馈社会，但是不要期盼
他人的回报，仅仅是“付
出”这个动作，就是我们
感到幸福的源泉。▲

心理门诊

因存在极大不良反应 ，药监局发布 公告注销药品批准文号

果导片，彻底禁用了
受访专家：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金 锐

本报记者 董长喜

1月14日，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对
酚酞片和酚酞含片进行上
市后评价认为，酚酞片和
酚酞含片(酚酞，俗称果
导)存在严重不良反应，
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获
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该
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
使用，注销药品注册证书
(药品批准文号);已上市
销售的酚酞片和酚酞含片
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召
回产品由企业所在地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监督销毁。
这个公告意味着，果导片
在我国被彻底禁用。

果导是治疗习惯性顽固
便秘的常用药品，属于刺
激性泻药，主要作用于结
肠，口服后在小肠碱性肠
液的作用下慢慢分解，形
成可溶性钠盐，从而刺激
肠壁，直接作用于肠平滑
肌，使肠蠕动增加，同时
又能抑制肠道内水分的吸
收，使水和电解质在结肠
蓄积，产生缓泻作用。

滥用果导，不良反应很

多。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
科副主任药师金锐指出，
长期使用该药，会出现腹
痛、疲劳、口渴、水肿、
骨痛、肠功能紊乱、水电
解质失衡、营养不良、低
白蛋白血症和类结肠炎样
综合征等不良反应。由于
果导的药理机制是作用于
结肠壁，容易导致肠道损
伤，进而发展为一些严重
的肠道病变，如肠道感
染、肠道变黑，甚至癌变
等。果导的其他严重不良
反应还包括心血管反应、
皮肤反应、内分泌和代谢
系统反应、泌尿生殖系统
反应等。早在 1997年8
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FDA)就宣布出于安全
考虑，禁止在非处方药品
中使用酚酞。国家毒理学
计划进行的致癌性研究结
果显示，使用高于推荐剂
量或长期使用酚酞的人群
存在潜在的致癌风险。

记者在药监局官网查
询发现，获得该药品批准
文号的国内企业约60家。

对此，金锐称：“在药监
局宣布它退市前，很多
大医院其实早已停止使用
该药了，但在一些基层医
疗机构仍使用普遍。更有
甚者，一些不法商家将其
包装成减肥药，推荐、销
售给有减肥需求的人群。
而此次彻底禁用酚酞，是
对人们健康安全的一大保
障。”金锐表示，慢性便
秘的人群，在咨询医生后
确需用药的，可以使用乳
果糖、聚乙二醇、比沙可
啶等缓泻药;肛门口功能
不好的患者，可以适当使
用开塞露。

金锐提醒，药物只是治
疗的一个手段，不能过度
依赖，习惯性便秘的人，还
是应该改善饮食结构，多饮
水和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
如番薯、玉米、小麦等食
物及其他果蔬;还要养成定
期定时排便的习惯，加强
运动，增强肠道的蠕动能
力，日常还可多进行按摩
腹部等局部运动，切不可
长期依赖泻药。▲

肿瘤防治

可有效降低颌骨放射性骨髓炎、骨坏死

鼻咽癌放疗前先看看牙
受访专家：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金 锐

本报记者 董长喜

胃肠镜是我们日常较
熟悉的检查，与之相比，
大家对超声胃镜就略显陌
生。但其实，它的检查范
围更深更广。

超声胃镜是胃镜和超
声波检查的结合，是普通
胃镜检查功能的延伸。如
果把食管和胃肠道管壁比
作一堵墙壁，超声胃镜不
仅可以看到墙壁表面的损
伤，还能看到墙壁内部的
损伤以及墙壁外“隔壁邻
居家”中的情况。

探查消化道黏膜下病
变。做胃肠镜检查时，
常会发现患者食管或胃
肠 道 内 有 “ 隆 起 的 病
变”，它们可能是消化
道管壁内的良性病变或

恶性肿瘤，也可能是胃
肠管壁外的周围脏器或
其病变压迫所致。超声
胃镜能精准告诉医生这
种隆起的原因或性质。

对消化道肿瘤进行分
期。胃肠道肿瘤侵犯深度
越深，越容易出现淋巴结
或远处脏器转移。超声胃
镜头端的高频率超声波探
头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胃肠
道肿瘤的侵犯深度。

诊断胰腺、胆道病变。
超声胃镜检查是目前诊断
胰腺和胆道病变最灵敏的
方法。胰腺内1.5厘米以
下的病灶，普通CT或核磁
共振常难以发现，而超声
胃镜擅长发现胰腺的小肿
块囊肿或早期肿瘤。胃肠

道气体常会对B超检查造
成干扰，影响医生对胆总
管下段的病变或结石的观
察，普通CT或核磁共振很
难发现胆管内、胆囊内的
小结石（如5毫米以下的
结石或泥沙样结石）。由
于胆总管和胆囊位于胃壁
或十二指肠壁外，超声胃
镜可以隔着胃壁和十二指
肠壁以最近的距离查看胆
总管和胆囊内的病变，可
以清楚地看到微小的胆总
管或胆囊结石、息肉或者
肿瘤。

需要指出的是，超声胃
镜是一种特殊的内窥镜检
查，是否需要使用以及如
何进行检查，还需要咨询
专科医生建议。▲

广东读者尤先生问：
我父亲今年68岁，确诊
鼻咽癌，现在要进行放
疗，请问放疗要注意什
么？

中 山 大 学 附 属 第 三
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副
主任医师梁少波解答：
鼻咽癌是目前全世界治
疗效果最好的恶性肿瘤
之一，最主要的治疗手
段是“放射治疗联合化
疗”。随着放疗技术的
突飞猛进和化疗方案的
不断革新，目前早期鼻
咽癌治愈率可超过90%
，即使局部晚期、无远
处转移的鼻咽癌患者，
治愈率也超过70%，因
此一定要积极治疗。接
受放疗的患者，可以注
意以下方面。

1. 放疗前到口腔科行
洁牙、修补浅度龋齿、
去除金属牙套、拔出深

度龋齿及残根，同时治
疗根尖炎、牙龈炎，拔
牙 后 休 息 1 ～ 2 周 后 再
做放疗。口腔处理可有
效降低颌骨放射性骨髓
炎、骨坏死。另外，留
长发的女性患者，定位
前剪短头发。

2. 放疗期间需加强
营养，少食多餐，选择
高热量、高蛋白、高维
生素、易消化的饮食，
每周测体重变化；勤漱
口 ， 尤 其 是 进 食 后 漱
口，保持口腔清洁，减
轻放射性黏膜炎；坚持
用 雾 化 器 冲 鼻 器 冲 洗
鼻咽，每天1次，如果
分泌物多，应适当增加
次数；面颈部皮肤温水
清洗，勿揉搓，避免暴
晒，穿低领衣服，衣领
避免摩擦到颈部皮肤；
坚持张口锻炼，预防放
疗后张口困难；坚持颈

部运动，预防颈部肌肉
僵直硬化。

3. 放疗后如有不
适，随时到放疗科门诊
就诊。1个月后门诊复
查，第1～3年内每3个
月复查，第4～5年每半
年复查，5年后每年复
查。在家也要坚持冲洗
鼻咽；如果出现低头触
电感，考虑可能是急性
放射性脊髓炎，要尽早
到肿瘤放疗科或神经内
科治疗。放疗后1～6月
可能会出现头面部、颌
下水肿，无需特殊处理
会逐渐消退。如果出现
耳鸣、耳堵塞感、听力
下降、耳流液等，到耳
科门诊治疗。要注意，
放疗后3年内不能拔牙，
继续坚持张口锻炼和颈
部运动。饮食以清润食
物为主，少吃煎炸、辛
辣、腌制的食物。▲

足跟痛常见于足底筋
膜炎和足跟筋膜炎，其发
病年龄跨度大，以中老年
人为主，但近年呈年轻化
趋势。

发生足跟痛后，建议患
者最好先拍X光片，排除
是否有骨折或骨刺，若只
是诊断为筋膜炎，可进行
合适的自我保健，以舒筋
活血、消瘀止痛，具体方
法如下：

用中草药熏蒸浸泡患
足。将红花、赤芍、当
归、川乌、草乌等中草
药组成的外用药（剂量根
据医嘱）置于自备的布袋
中浸泡半小时，然后放入
锅或铁制容器中，加适量
水，煮沸5分钟后倒入脚
盆中。先熏蒸患足，盆

上方盖一毛巾以防热气泄
漏，待水温适宜浸泡时将
患足放入。每次熏蒸浸泡
20～30分钟，每日2～3
次，10日为一个疗程，一
般需坚持2～3个疗程以巩
固疗效。

还有一种熏蒸浸泡方法
是将已经浸泡半小时的中
草药置于布包，加水放入
容器，置于微波炉中，用
中火热1分钟就可作为患
足熏蒸浸泡液。如果熏蒸
浸泡后药液温度下降，可
反复放入微波炉加热后再
次熏蒸浸泡，最终让熏蒸
浸泡累计时间达20～30分
钟。注意在使用中草药熏
蒸浸泡时一定不能烫伤。

急性发作期宜少走，
忌久站。在进行中草药熏

蒸浸泡、药膏按摩治疗期
间，建议患者少走路，站
立时间亦缩短，减轻人体
重量对患足的负担。随着
症状缓解，逐渐增加走路
和站立时间。

提倡穿运动鞋或软底
鞋。忌穿平底鞋、硬底鞋
和人字拖。中老年人平时
在家建议少穿拖鞋。

不急不躁，积极面对慢
性病。足底筋膜炎是一种慢
性疾病，缓解或解除疼痛的
关键是贵在坚持治疗，无论
是中草药熏蒸浸泡，还是外
敷药物等治疗，都有个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
此，患者要不急不躁，积
极面对疾病，不能嫌麻烦
半途而废，并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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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讯，杨颖在成都
举办自己的生日会，
一袭古装造型亮相，
在自己开的火锅店“
宴请”粉丝，和粉丝
一起过“元宵生日
会”，喜迎自己32岁
的生日。有现场粉丝
透露她还带上了儿子
小海绵。

杨颖元宵节生日会穿汉服 

带儿子小海绵与粉丝吃火锅
韩国女星朴春在社交平

台分享近照，2NE1四位成

员重聚为CL庆祝生日。

此前，孔敏智昨日在

节目中提及，2NE1有再次

重组的可能性。面对主持

2NE1有无重组可能性、队

内氛围如何这个问题，她

表示，成员们一致认为应

该促成这件事，朴山多拉

甚至说在成员们在老到骨

质疏松之前应该再次聚集

在一起。

2NE1合体为CL庆祝生日 

四成员感情深有望重组活动

2NE1

刚刚于《青春有你3》节目初舞
台首秀表现中，获得各位导师一
致好评的全能型选手杨昊铭，今
日正式于音乐平台发行了初舞台
歌曲，同时也是他个人首支单曲
《BacktoMe》录音室版本。

众所期待的《青春有你3》节
目，于昨日正式结束了全部选手的
初舞台评级，让粉丝们焦灼等待了
三期的全能型选手杨昊铭也终于出
场，唱跳俱佳、舞力全开的他作为
对舞台不算陌生的“学长”在初舞
台率先开炸，完美展示了自己首支
个人单曲——《BacktoMe》的唱跳
舞台，实力表现最终获得了导师们
的一致认可。

今 日 ， 杨 昊 铭 深 情 演 绎 的
《Bac k t oMe》录音室版本正式上
线，在经过两年沉淀后再重新出发
的他，将自己饱满而又生涩倔强的
少年情感，注入了每一个音符，并
邀大家于节奏的动感起伏中肆意而

舞。在毫无保留地接纳这情绪泛滥
的产物后，深情笃定地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Just come back to 
me，please.”

从参加节目《下一战
传奇》荣获“年度
最佳唱跳MVP”
，到主演的⺠
国 大 戏 《 降
⺠之白露为
霜》、⺠春
偶像剧《奈
何 B O S S 要
娶我》的先
后播出，再
到 演 唱 《 云
在风里》等大
热OST单曲，杨
昊铭始终在成为
全能型偶像的目标道
路上阔步迈进，披荆前行。如他所
言，他渴望舞台，渴望灯光打在身

上、麦克握在手里，享受
音乐和整个舞台都是他的

那种感觉。参加《青春有你
3》，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

机会，而这首《BacktoMe》，
作为杨昊铭的个人首支单曲，也将
是他2021年重新出发的里程碑式起
点。

杨昊铭首秀初舞台《Back to Me》正式版音源上线

根 据 猫 眼 专 业 版 数
据， 2 0 2 1年 2月票房达
111.64亿元，创造中国电
影市场单月票房新纪录，
也刷新全球单一市场单月
票房纪录。

截至目前，2月票房前
三名分别是：《你好，
李焕英》（43.41亿）、
《唐人街探案3》（41.3
亿）、 《刺杀小说家》
（7.85亿）。

2月票房超111亿！

创全球单一市场单月票房新纪录

2月票房已超过111亿元

由宋小宝执导，宋小
宝、马丽、沙溢、张一山
领衔主演，肖央、艾伦、
王祖蓝、魏翔等友情出演
的合家欢喜剧电影《发财
日记》近日发布幕后纪录
片，用片场日记的形式将
宋小宝实现导演梦的全部
历程“说给大家听”。

目前，电影《发财日
记》正在腾讯视频、爱奇
艺、优酷平台热映，在观
众口碑和播放数据上都取
得了亮眼表现，不仅播放
数据在云和、灯塔、骨
朵、猫眼等专业榜单全面
领跑，还得到新华社报道
点赞，称影片以小人物视
角折射祖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巨大变化，向千千万万
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者和
普通劳动者致敬。

导演初体验：
在生活中汲取营养
在2017年底，宋小宝曾

发布长微博“我有一个梦
想，今天想说给大家听”，
洋洋洒洒三千字道出他的
电影梦。就像微博的文字一
样，第一次做导演的宋小宝
绝非玩票，而是真诚面对
这部叫做《发财日记》的电
影。同为喜剧人来助力的王
祖蓝说：“近几年很少在综
艺舞台上见到宋小宝，他为
了这部电影牺牲了不少工作

机会。”
纪录片中还展现了不少

宋小宝为这部电影做的功
课，包括他与当初的深圳
打工人深度沟通，电影时
代背景讨论会，电影剧本
讨论会等。导演宋小宝对
于剧本的认知，是用脚在
生活中走出来的，是在学
习中成长。

渐入佳境：
将演员的优势进行到底
在纪录片中，也揭秘

了电影《发财日记》里
一场“救火”重头戏的拍
摄过程，在这场戏中马丽
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情绪波
动，但面对身在孕期的马
丽，宋小宝不忍心让她一
遍遍反复掉眼泪。于是，
宋小宝在前一天就设计好
这场戏的情感状态，在讲

给马丽听之后，又把预先
拍摄好的自己部分的镜头
展示给马丽看，让她一下
子就心领神会。在二十秒
之内，马丽成功完成了
哭和笑之间的几次情感反
复，一条过。

这是同为演员之间的默
契，也是宋小宝成为导演
之后的进步。纪录片中还
展示了宋小宝为群演讲解
表演的片段。对于所有的
群众演员，无论是肢体、
语言还是心理的表演，宋
小宝都会一遍遍地手把手
示范。

继续前行：
永远比别人多做一些
受到早期打工经历的影

响。宋小宝形成了任何时候
都比别人多做一些的性格。
宋小宝也将这种性格带入到

电影《发财日记》的拍摄工
作中。拍摄时，凡是能自己
亲自上场的，就坚决不用替
身；再辛苦的拍摄也从不抱
怨；工作人员心疼让他喘口
气，他也经常摆摆手拒绝。
因此在纪录片中，观众才能
看到那个一次次跳进满是泥
浆的钻井，不顾腰伤复发的
危险一遍遍背起水泥砖，一
趟趟上上下下真爬楼的宋小
宝。他说，作为一个电影界
的新人，我只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与真诚让人信服，至少
要对得起我找来的这些兄弟
姐妹们。

电影《发财日记》由
无锡贵映金画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辽宁民间艺术团
有限公司、中青新影文化
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蓝钻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朵朵花儿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上海腾
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
有限公司、优酷电影有限
公司、鼎龙达（北京）国
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
咖中联传媒（北京）有限
公司、狮子山文化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云
之国传媒有限公司、中广
飞木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腾讯视频、爱奇艺、
优酷正在高笑热映中。

《发财日记》纪录片上线 宋小宝:我这个梦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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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药箱

为什么把药装进胶囊里
掩盖不良异味 避免刺激胃部 控制释放速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石浩强

几年前，央视曾经曝光过非法厂商
用皮革废料制作药用胶囊的“毒胶囊事
件”，其重金属“铬”严重超标。这一
事件导致有些人对胶囊壳的安全性产生
担忧，于是自行打开胶囊壳将其中的药
物倒出来用水送服。还有些人觉得胶囊
壳遇水变黏，吞咽起来很不舒服，于是
也会掰开服用。实际上，合格的药物，
所用胶囊质量安全可靠，患者完全不用
担心。

胶囊是临床常见的药物剂型，约占医
生开具处方的20%。最早的胶囊产生于
1834年，由法国的一位药剂师利用明胶
制备而成。之所以将药物做成胶囊，是为
了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避免药物刺激口
腔及食管，同时保护药物的理化性质，还
可控制药物释放速度。现今的胶囊一般分
为两种，即硬胶囊与软胶囊。硬胶囊可以

用于粉末、液体、半固体药物的填充，软
胶囊用于液体和半固体的填充。胶囊除了
作为口服原料药的载体外，还可用于装载
吸入性的干粉（如噻托溴铵粉吸入剂，仅
可供吸入）、阴道给药载体（如重组人干
扰素阴道泡腾胶囊）等。

胶囊壳之所以发黏，主要因其由明胶
制成。明胶是一种蛋白质制品，成分中
85%～90%为蛋白质，9%～12%为水
分，0.3%～2%为矿物质，在体内均可以
被消化掉。胶囊包裹的药物要发挥药效，
就需要控制它在体内及时崩解，以精准地
释放药物。《中国药典》规定，硬胶囊应
在30分钟内崩解，软胶囊应在1小时内全
部崩解。普通胶囊可在酸性的胃液中崩
解；肠溶胶囊需要进入碱性环境的小肠后
才崩解；还有一种结肠肠溶胶囊，要求崩
解环境的pH值更加精准。

正是因为胶囊剂型的以上特性，要求
它最好直接口服，尤其以下三种更不宜掰
开使用：1.所包裹药物具有较大刺激性、
气味重、味较苦的，或者可能刺激食管与
胃的，如多西环素、利福平、布洛芬、双
仑磷酸钠等；2.肠溶胶囊所包裹的药物，
在胃酸中可能会被破坏，或对胃部产生较
大刺激性；3.缓、控释胶囊，需要缓慢、

平稳地释放，一旦掰开服用会导致药物浓
度忽高忽低而诱发不良反应，如单硝酸异
山梨酯缓释胶囊。

不可否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吞
下一粒胶囊。据不完全统计，25个成人中
就有一个人存在吞咽困难。对于这部分
人群，服用胶囊时可以尝试应用以下方
法：1.采用直立站位或保持上半身的直
立；2.在服用胶囊前，先喝一口水润一润
嗓子，避免吞咽时胶囊粘在食道上，接着
将胶囊放入口中，喝水将其吞下；3.采
用前倾法有助于顺利将胶囊吞下，其步骤
是：首先将胶囊放在舌头上，然后喝一口
水，不要马上咽下，将下巴向胸口倾斜，
让胶囊浮到口腔后部，然后吞下；4.送服
胶囊时不宜用热水（稍低于40℃），以免
导致胶囊壳软化不利于吞咽；5.用足量的
水送服，以200～250毫升为宜。▲

心理门诊

纠结过错难进步
挑剔自己，不是真正的反省，应肯定和纠正并重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丁思远

就医咨询

三七西洋参打粉怎么配比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丁思远

家庭医生

顺着“尿疼”查疾病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邱剑光

保护心脑

跑步时剧烈胸痛不都是心脏病
晴 心 编译

一 些 人 在 跑 步 过 程
中有过胸痛的体验，特
别是近年来，马拉松比
赛过程中突发心脏病的
事件时有发生，让一些
跑步爱好者很担忧。近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
心脏病学专家塔玛拉·
霍里奇、密歇根医学弗
兰 克 尔 心 血 管 中 心 运
动心脏病学主任尤金·
钟在“MSN网站健康频
道”发文指出，跑步过
程 中 出 现 胸 痛 原 因 很
多，需要区别对待。

尤 金 · 钟 提 醒 ， 如
果是心脏病发作，患者
往往会出现胸部中央疼
痛，持续几分钟以上，
感觉胸部有沉重感且发
紧，一只或两只手臂、
背部、颈部、下巴或胃
部疼痛不适，并会出现
呼吸短促、恶心、头晕
等症状。一些女性可能
根本不会出现典型胸痛
表现，但呼吸急促、恶
心及背痛症状明显。具
体来说，以下几种心脏
病与跑步时胸痛相关。

心绞痛。运动时胸痛
伴随劳累感，是心绞痛的
典型症状。这是由于冠状
动脉等主要血管堵塞，导
致心脏供血不足，从而出
现疼痛感。而且，患者可
能伴随左腋下疼痛、呕吐
等症状。如果这些症状不
能通过休息很快缓解，建
议立即就医。

室 上 性 心 动 过 速 。
简称室上速，是最常见
的心律失常。患者会出
现胸部不适、呼吸急促
和心悸等症状。正常情
况下，人的心脏每分钟
跳动60 ~ 8 0次，但室上
速发作时可超过100次/
分钟。经常出现室上速
的 跑 步 者 ， 可 尝 试 通
过“Va l s a l v a动作”缓
解，即憋住气，将气顶
向腹部，通过增加胸内
压来影响血液循环和自
主神经功能。若仍无法
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肥厚性心肌病。跑完
步就胸口疼，打场球就上
不来气，这样的人可能就
患有肥厚性心肌病。左心
室和右心室之间有一个室
间隔，正常情况下，它不
应该非常厚，如果肥厚得
较厉害，就会对血流造成
影响，这就是肥厚性心肌
病。虽然这类患者不易出
现心脏病发作，但要定期
就诊。

除心脏病外，一些其
他系统和器官障碍也可能
导致胸痛。

脱水。运动中脱水会
影响心脏的泵血能力，导
致心率加快、呼吸急促、
胸痛等。一般来说，男性
每天要喝13杯水，女性至
少喝9杯水，特别是运动
前后更应及时补水。

声带功能障碍。声带
在我们呼吸时打开，说
话、吞咽或举起重物时关

闭。但在剧烈运动时，喉
部可能突然闭阻，就会导
致呼吸困难，影响运动能
力，使人感到胸痛、心
慌。

哮喘。一些原本健康
的人也可能在运动时诱发
哮喘，一般这类人对低温
和干燥空气敏感。不过，
这不代表他们冬季要放弃
运动，可以在运动前充分
热身，戴上口罩、围巾，
以保证呼吸的空气温暖潮
湿。

烧心。跑步会增加腹
内张力，造成食管括约肌
放松，从而引发烧心，出
现胸痛等不适。建议跑步
前不要吃油腻的大餐，远
离会引发烧心的食物，如
含有咖啡因的食品。

肺部疾病。气胸和肺
栓塞等肺部疾病可能会引
发胸痛，休息后也无法缓
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要立即就医。肺炎康复期
患者轻微运动也会出现胸
痛症状，深呼吸时尤为明
显。这类患者应在医生指
导下逐渐恢复运动。

肋软骨炎。突然出现
又消失的剧烈胸痛可能来
源于肌肉、关节、骨骼疼
痛，比如肋软骨炎。这种
疾病可能引起剧烈胸痛，
胸部区域加压或快速运动
时，症状更明显。肋软骨
炎发作时，患者深呼吸都
会疼，且会辐射到手臂和
肩膀，有这类问题的人建
议尽早就诊。▲

一般来说，正常人每天
约排尿8次，可这个简单
又正常的机体代谢行为对
很多“尿痛”的人来说却
成了“一道坎”。

“尿痛”是指排尿时
尿道、膀胱和会阴部疼
痛。其疼痛程度有轻有
重，常呈烧灼样，重者痛
如刀割。排尿开始时尿痛
明显，或合併排尿困难
者，病变多在尿道，常见
于急性尿道炎;排尿终末
时疼痛，且合併尿急者，
病变多在膀胱，常见于急
性膀胱炎;排尿末疼痛明
显，且排尿后疼痛持续，
或觉“空痛”，或不排尿
亦痛者，病变多在尿道或
邻近器官，如膀胱三角区
炎、前列腺炎等。而导致
排尿疼痛的原因主要归于
以下6种。

泌尿道感染。细菌一
旦进入尿道，就会迅速
繁殖并向膀胱以上泌尿
道传播。因此，泌尿道感
染可影响泌尿系统任何部

位，包括尿道、膀胱、输
尿管、肾脏。除了排尿疼
痛，患者还会有尿频、尿
急，尿道疼痛，伴有灼烧
感，尿液浓缩、浑浊或有
强烈气味以及血尿等情
况。

肾输尿管结石。尿液
过度浓缩，矿物质异常聚
集，就可能生成肾结石。
非常小的肾结石可能会自
行通过泌尿道排出而不引
起症状，体积较大的，在
经输尿管排出时可能引起
输尿管梗阻导致绞痛，患
者还会伴有血尿、併心呕
吐以及背部、侧腹或下腹
部剧烈疼痛。

阴道炎。阴道炎一般是
由刺激、感染或激素缺乏
引起的。患者往往伴发尿
路感染问题，且有阴道瘙
痒、灼热或发红、分泌物
不正常以及性交疼痛等表
现。

盆腔炎。当阴道或子宫
颈处的细菌感染向上进入
子宫、输卵管或卵巢时，

就会发生盆腔炎。患者会
伴有阴道或尿道分泌物不
正常、月经不规律出血、
下腹疼痛、性交疼痛、高
热寒战、併心呕吐等表
现。

前列腺炎。前列腺是位
于膀胱下方，环绕尿道的
男性生殖器官。急性前列
腺炎可能由发生在膀胱或
尿道的细菌感染引起，其
症状包括盆腔疼痛、排尿
疼痛、射精疼痛。慢性前
列腺炎是持续的前列腺炎
症，其症状包括生殖器或
盆腔持续疼痛、前列腺区
域有沉重、疼痛感，射精
疼痛、经常尿路感染。

膀胱癌。膀胱癌可引
起各种泌尿问题，其中就
包括尿道疼痛。早期以尿
频尿急(尤其夜间)、排尿
疼痛或灼烧感、尿流缓慢
或微弱多见;晚期有排尿
困难、单侧腰痛、食欲不
振、原因不明的消瘦、疲
倦或虚弱感、脚肿、骨痛
等表现。▲

河南读者杨先生问：我
今年78岁，偶然得到一些
三七、西洋参、党参，想
要将其打粉服用。但不知
这些药有无禁忌，如果打
粉，是否有比例要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主任中药师曹臣
解答：有些中药既是药品
又是保健食品，适当服用
对人体有益。质地柔软的
如党参、枸杞、麦冬等可
以直接泡水喝；质地坚硬
的如三七、西洋参、丹参
等可以研粉冲服。三七能
散瘀止血，消肿定痛,少数
人服用后会出现口干、失
眠，个别有恶心、呕吐、

出血倾向。不可长期过量
服用，孕妇慎用。党参
能健脾益肺，养血生津，
无病进补或峻补会出现头
晕、胸闷、口干、烦躁等
不良反应，阴虚火旺、邪
气实、表证未解者不宜。
西洋参能补气养阴，清热
生津，副作用少见。

不同配伍会产生不同的
疗效，如三七配西洋参，
阴阳双补，化瘀通络；三
七配丹参和山楂，降脂通
脉，活血化瘀；三七配阿
胶，补血止血。传统经验介
绍，三七、丹参与西洋参
配伍服用，可化瘀通络，
气阴双补，对常见的冠心

病、脑血栓、脑梗死有
较好的防治作用。三者以
1∶1∶1的比例混合，温水
冲服，每次3克，每天2次。
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施今
墨经验：冠心病、心绞痛
初起尚无器质性病变者，
则重用丹参，少佐三七；
病程日久，又有器质性损
害者，主取三七，佐以丹
参。近代中医名家张赞臣
经验：丹参、三七以3∶1
的剂量，为末1.5克，每日
2次，对胁痛和肝肿大有一
定疗效。具体中药服用及
其配伍，还需咨询医生，
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辨证对
待，不可盲目服用。▲

自我反省，一向是被
称赞的美德。大部人都觉
得如果能不断地自省，可
以变得越来越好。但事实
上，如果自省的方式、内
容不对，很容易变成自我
攻击，觉得自己越来越糟
糕。

如果你时常反思自己
的“对错”“优劣”，需
要区分它是自我反省还是
自我攻击。真正的自我反
省是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
自己的言行，而不是一味
地自我批评，包括三个方
面：1 .找到自己还可以
提升的，还能够做得更好
的地方，并且明确下一次
具体可以如何做;2.找到
自己做得很棒、值得嘉许
的地方，并发自内心赞许
自己;3.找到自己还不够
了解的某个方面，不带批
判地去探索它，促进对自
身的进一步了解。而自我
攻击，基本上只做一件
事——不停咀嚼自己的过
错，拼命找自己没做好的
地方，并不断指责自己。
从结果来看，如果你“反

省”结束后，感觉整个人
更有力量、更轻松、更了
解自己，那就是积极有益
的自省;但如果你感到被
内疚、自责、无力、羞愧
等困扰，那基本就是在自
我攻击。生活中确实有不
少人会混淆二者。

那些过度咀嚼自己过
错的人，通常是源于“
害怕”。一是害怕“犯
错”。有些总是爱自我攻
击的人成长过程中被不断
地纠错，例如他们拿考卷
或作业给家长看，家长马
上揪着做错的地方，批评
他们，但做对的部分却没
有夸奖，视而不见。长此
以往，这些人就会对“做
错”非常敏锐、恐惧，
对“做好”就没那么在意
了。这会让他们在回顾自
身的时候，对做得不够好
的地方迅速地觉察，并努
力地想修正它。

二是害怕“不被接纳”
。虽说我们都在宣扬无条
件的爱，但从大多数人的
成长经历来看，很多时候
爱是有条件的。考试会排

名，前10名的人才会被特
别点名、夸奖;家长会互
相讨论孩子的表现，表现
好的孩子会被当成榜样，
得到更多的夸奖;工作了
会看业绩，排在前面的人
能得到奖励和别人艳羡的
眼光……这些似乎都在说
明，如果你不够优秀、不
够杰出，就得不到爱和认
可。所谓的“自我反省”
，就是不停挑自己的不
足，然后修补，让自己“
进步”“优秀”，就会得
到“喜欢”“赞美”。

不论什么原因，老爱
给自己纠错的人的核心都
是认为“我不够好”。自
我攻击是先下手为强，不
让别人有攻击、排斥自己
的机会。然而，真正的保
护，是自我反省、自我肯
定和成长。第一步就是看
到自己美好的一面。世
界上没有人是完全糟糕或
是完全优秀的，都有好有
坏。你也一定有做得非常
好的地方，请细想，把它
们找出来并欣赏自己。这
才是真正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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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地区进行Covid-
1 9疫苗接种后，我们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意识到
接种疫苗后可能发生的事
件。

实际上，将要进行科
学研究的事件正在赶上社
交媒体上的信息。例如，
最新信息是锡江塔马拉
特亚(Tamalatea)卫生学
院（STIK）主任Eha Soe-
mantri博士，SKM，MKes于

上周五逝世，据报道他死
于Covid-19，尽管他已经
接种了两次疫苗。

我们为Eha Sumantri的
逝世感到遗憾。但是，在
所有适当与尊重的情况
下，此消息需要理顺。根
据Wahidin Sudirohusodo医
院的公共关系，最后一次
检查的结果显示，死者的
Covid-19阴性，因此他的
家人可以带他回家（罗盘

网22/2/2021）。
在希望大流行需要的情

况下，这样的消息值得关
注。 人权委员会（Kom-
nas HAM）有关“免疫后
随访事件”（KIPI）的数
据显示，根据来自22个省
的报告，在10,000例免疫
接种后的随访事件中有5例
轻度类别，在100万例中有
42例严重类别。 但是，没
有导致死亡的病例（罗盘
23/2/2021）。

我们知道，自从爱德
华·詹纳（Edward Jen-
ner）在1797年发表了一种
称为疫苗接种或免疫的方

法以来（四分之三世纪之
后，这启发了路易斯·巴
斯德（Louis Pasteur）发明
了针对炭疽的疫苗和罗伯
特·科赫（Robert Koch）
的结核病疫苗，这种努力
已经成为预防传染病最简
单、最便宜的有效方法。

詹纳（Jenner）方法在
牛身上使用天花材料，
而巴斯德（Pasteur）和科
赫（Koc h）使用弱化细
菌。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发
展，Covid-19疫苗也通过
基因工程制备。

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Katherine O’Brien博士

保证疫苗中的所有成分均
通过了严格的测试。即使
成为疫苗，它仍要经过动
物试验和临床试验，涉及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

但是，接种疫苗后可能
会发生一些轻微的反应。
在英国，可能的反应包括
发烧，注射部位轻微肿
胀，发冷，头晕，疲劳和
虚弱。实际上，这与婴儿
和五岁以下儿童接受基本
免疫的孩子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加速生产的疫
苗，通常至少需要九年的
时间，而现在只用了一年
的时间，可能因此引起人

们的关注。
另外，目前医学界也无

法回答，免疫能力可保持
多久的问题，无论它能持
续一生，还是只能持续很
短的时间。确实存在的情
况只能跟踪那些已接种疫
苗的人，并跟踪其进展情
况的人。

最后，我们必须相信卫
生当局已经按照正确的程
序和方式履行了职责。当
然，我们必须知道接种疫
苗后的所有后续事件，我
们仍然要需关注一些关键
问题，请检查并重复检查
所有信息。

重复检查接种后的情况 文/邝耀章

我们务必了解所有接种疫苗后的跟进事

件，并持批判态度，且要“检查并重複检

查”所有信息。

脱贫攻坚战胜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文/樊大

不久前，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表示，现阶段将维持特
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
希望中国继续履行承诺，美
国将评估如何以合适的方式
向前走。这清楚表明，拜登
政府并不急于改变特朗普的
对华贸易政策。

但美国商界已经等不及
了。

近日，美国商会发布了
《了解中美脱钩》报告，估
算中美脱钩在投资、贸易、
人员流动、思想交流，以及

航空、医疗器材等领域，给
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报告
预计，脱钩会导致美国对华
直接投资减半，美国GDP每
年可能损失5000亿美元，因
此呼吁拜登政府采取缓和与
克制的措施。

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
策实施以来，美国商界早已
苦不堪言。而拜登胜选，让
商界人士看到了局势缓和的
希望。他们以发布报告的方
式，向新政府施压，寄望未
来的政策走向能够更符合美

国商界的利益。
无独有偶。日前，澳

大利亚商界也在通过各种
渠道，对澳大利亚政府破
坏中澳关系的行径表达不
满。CNN在一篇文章中介绍
了南澳葡萄酒制造商杰瑞
德·怀特等人的经历。怀特
称，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拓展中国市场，截至2020年
年中，其公司96%以上的酒
都销往了中国，年销售量高
达700万瓶。然而，随着中
澳关系的急剧恶化，“一切

都被毁了”。澳工党贸易问
题发言人玛德琳·金曾敦促
政府应展现出积极姿态，认
为澳总理和内阁部长应抓住
一切机会，强调澳中两国贸
易受损将导致两国人民“
双输”，并制止自由党某
些议员以麦卡锡主义操弄
政治。近来，受默多克传
媒帝国操控、一向在反华
议题上表现活跃的澳大利
亚媒体的态度也开始出现
变化。《澳大利亚金融评
论报》发表文章指出，造

成中澳关系破裂的主要原
因是澳政府的官方政策。

春江水暖鸭先知。相比
于坐在办公室里夸夸其谈、
信口开河的反华政客，商界
人士更能体会到对华关系恶
化带来的切肤之痛。对华“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正日
益成为他们的共识。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2月22日在“对话合
作，管控分歧——推动中
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
开幕式致辞中所说，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建
交以来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
明的真理。他表示，希望美
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
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放
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
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
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
压，为两国合作提供必要条
件。

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呼
声，也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
同心愿。（唐华 中国网评
论员。来源：中国网）

美澳商界批评反华政策 再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文/唐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
国人民如期完成新时代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减
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
借鉴，中国的减贫方略和
伟大成就，凝结成为人类
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中
国人民站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新起点上，必将创造令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
迹。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于2月25日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
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庄
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
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

历经持续奋斗，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如期
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
决，实现了中华民族亘古未
有的伟大跨越。

8年来，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组织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
争。20 1 3年，党中央提
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
贫工作机制。20 1 5年，
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提出实现脱贫攻
坚目标的总体要求，发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
令。2020年，为有力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
灾情带来的影响，党中央
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
心、更强的力度，做好“
加试题”，打好脱贫攻坚
收官战。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
变革。让贫困人口和贫困
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
严承诺。在实践中，我们
党不仅把脱贫攻坚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

务，而且作为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
重要内容，赋予扶贫脱贫
工作以新意义和新内涵。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我们发挥制度优势，坚
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在实践中全面建立，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五级书记”共抓脱贫
攻坚，层层签订责任书、立
下军令状，责任环环紧扣，
压力层层传导，为决战决胜
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300多万名驰援的第一
书记、帮扶干部尽锐出战。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
9个省、14个市结对帮扶中
西部14个省区市，全国支
援西藏和新疆。开展定点
扶贫，307家中央单位定点
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定
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十
多万家民营企业帮扶7万多
个贫困村。这是举全国之
力展开的一场国家行动，
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
家能够做到。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
革。从华北平原到秦巴腹
地，从大别山区到黔西苗
寨，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
原，贫困地区的面貌彻底改
变，乡亲们脸上的笑容越来
越灿烂。全面实现小康，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我国28个
人口较少民族已全部整族脱
贫，实现千年跨越。

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我们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坚持群众主体地位，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走出了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之路。广
大贫困群众不等不靠，用双

手创造美好生活，靠奋斗实
现脱贫奇迹，彰显了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的精气神。贫
困地区特色产业、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更多绿水青山成
为真正的金山银山。

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新时代的英雄洒热血铸
丰碑，把功勋镌刻在祖国大
地上。四川凉山州美姑县年
仅26岁的扶贫干部蒋富安
因劳累猝死，贵州遵义市
汇川区驻村干部余永流的
家书让无数人泪目，壮族
姑娘黄文秀献出年仅30岁
的宝贵生命……1800多名
同志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
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
益借鉴，中国的减贫方略和
伟大成就，凝结成为人类发
展史上的宝贵财富。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人
民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起点
上，必将创造令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年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将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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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选美国总统后， 

拜登即宣布上任三大百

日计划，以应对新冠疫

情。其中包括“至少

接种1亿剂疫苗”、强

制口罩令和尽快让学

生返校复课。

“我们正朝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拜登表示， 

“每完成一个5000万剂

疫苗接种，我都会向美

国民众报告我们的接种

计划以及抗疫情况。好

的和坏的，成功与失败，

我都会告诉你。”

据 美 疾 控 中 心 数

据，截至25日，美国政

府已向各州分发逾9100

万剂疫苗，超4607万人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占

总人口比例的13.9%。

拜 登 还 通 报 称 ，

其上任以来，美国联

邦政府向各州的疫苗供

应量增加了70%。美国

75岁以上人口中，近

六成已至少接种一剂疫

苗。65岁以上人群中，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

比例接近50%。

在通报抗疫成效的

同时，拜登对抗疫预期

仍保持谨慎。他说，对

于美国何时能回归常

态，“我不能给你一个

日期。我只能保证，会

尽最大努力让那一天早

日到来。”

德国疫情数据反弹 
专家呼吁延长“封城”至4月初

德国疾控机构25日公布的单日新增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平均每十万人七
日累计新增确诊数等数据均出现反弹。
其中，单日新增确诊数已连续两日反
弹。对此，德国重症监护与急救医学跨
学科协会（DIVI）主席格诺特·马克斯
当天呼吁延长“封城”措施至4月初，以
避免过早“解封”导致重症病人激增。
德国疾控机构25日公布的新增确诊人数
和新增死亡人数分别为11869人、385
人。其中单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两日反
弹（23日为3883例、24日为8007例）。

国际民航组织任命新一任秘书长
国际民航组织25日宣布，任命来

自哥伦比亚的胡安·卡洛斯·撒拉扎
（Juan Carlos Salazar）为新一任秘书
长。撒拉扎将从今年8月1日起正式就
任，任期3年。撒拉扎自2018年1月以
来担任哥伦比亚民航局长，并曾担任哥
伦比亚民航组织首席执行官、阿联酋民
航局高级顾问。国际民航组织表示，撒
拉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级的复杂组
织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他也
是一名航空法规及标准的专家，并在航
空、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有着逾26年的
国际谈判经验。

美军空袭叙利亚东部
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

美国国防部25日发布消息称，在总
统拜登的命令下，美军当天对位于叙利
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发动空
袭。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一份声明中
说，此次空袭是对近期美军和多国联军
人员在伊拉克遭到袭击的回应。空袭摧
毁了一处边境检查站的多个设施，由伊朗
支持的一些武装组织曾使用该检查站。

欧盟延长对 白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制裁
欧盟25日宣布延长对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等88名个人和7家实体的制
裁，并称考虑进一步扩大对白俄罗斯的
制裁。据欧盟理事会通报，去年10月
以来，欧盟已对白俄罗斯发起三轮制
裁，25日欧盟决定将相关制裁措施延
长一年，至2022年2月28日为止。公告
称，对于被列为制裁对象的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等88名个人和7家实体，欧
盟将继续冻结他们在欧盟司法管辖范围
内的财产，禁止他们入境欧盟，禁止欧
盟成员国公民和实体向他们提供资金。

巴西监管机构批准5G频谱拍卖规则 
未对华为设限

巴西电信监管机构Anatel周四批准
了今年5G网络频谱拍卖的规则，没
有对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设备
供应商施加任何限制。巴西总统博尔
索纳罗(Jair Bolsonaro)去年曾批评
华为，并受到美国前特朗普政府的压
力，要其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华为进入
该国5G市场。巴西的电信公司坚持要
建立一个自由市场，并抱怨如果将华
为排除在外，将会花费数十亿美元来
更换华为的设备。目前巴西50%的3G
和4G网络由华为提供。

美国经济今年或将
出现几十年来最强的增长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周四表示，随着美国经济从冠
状病毒大流行中复苏，强有力的财政支
持和疫苗接种不断推进可以帮助提振美
国经济，并带来几十年来最强劲的增
长。“强大的联邦财政支持和疫苗接种
取得持续进展，今年GDP增长可能是几十
年来我们看到最强的，”威廉姆斯在One 
Hundred Black Men of New York组织的
一个虚拟活动上发言称。这是一个非营
利组织，旨在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提供
奖学金，指导和教育支持。威廉姆斯
称，尽管如此，经济仍受到疫情的威
胁，新病毒变异可能会拖慢复苏，或
导致更多感染。这与美联储其他官员周
四的言论一致。

荷兰或成为全球第一个对苹果
做出反垄断裁决的国家

苹果应用商店对开发者收取三成佣金
一事在业内掀起一股风波，引发监管机
构大量调查。2019年，“荷兰消费者和
市场局”(ACM)宣布对苹果展开调查，
涉及到苹果要求开发者使用自家的应用
内支付系统，然后抽取15%到30%的收
入作为佣金。据ACM近期发送给开发
者的信件称，该机构即将对苹果做出裁
决。这可能是全世界针对苹果应用商店
的第一个监管处理决定。近期，苹果税
引起了科技行业的强烈不满，遭到许多
国家投诉。比如去年，欧盟委员会在收
到多家公司投诉之后，也对苹果应用商
店的垄断行为展开调查。而在多个调查
的国家地区中，荷兰有可能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对苹果作出反垄断裁决的国家。

拜登政府宣布完成5000万剂疫苗接种

美国总统拜登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25

日在白宫宣布，其上任37天来，已完成

5000万剂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中新社柏林】德国
总理默克尔25日出席欧
盟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
后表示，欧盟国家预计
将在三个月内研发出数
字化的“疫苗护照”，
借助“疫苗护照”和新
冠检测等手段将有望
帮助欧盟内部恢复人
员流动。

默克尔当天在柏林
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出席
了欧盟国家领导人峰
会。她在会后举行的记
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默克尔称，当天的
峰会重点是围绕抗击新
冠疫情。目前许多欧盟
成员国国内的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仍保持在较
高水平。她表示，考虑
到新冠病毒出现变异，
一些成员国面临艰难的
抗疫形势，在制定“解
封”策略时较为审慎。

默克尔表示，欧盟国
家领导人当天讨论了在
欧盟范围内引入数字化
的“疫苗护照”相关事
宜，各方均一致认为需
要引入这样一种工具。

 默克尔：欧盟国家将在三个月内开发“疫苗护照”

推动恢复人员流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

【海外网】据阿拉
伯新闻网报道，美国海
军派往中东地区的两艘
军舰暴发新冠肺炎疫
情，其中一艘在巴林港
口，另一艘正在前往该
港口途中。

当 地 时 间 2 6 日 ，
美 国海军第五舰队发
言人丽贝卡·雷巴里奇
表示，两栖船坞运输
舰“圣迭戈”号上12名
士兵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这艘船目前停泊在
巴林的港口。雷巴里奇
表示:“所有确诊病例都
已在船上被隔离，整艘
船目前处于活动受限状
态，正在与巴林卫生部

协调获得医疗支持。”
第二艘暴发新冠疫情

的军舰是“菲律宾海”
号导弹巡洋舰，有几名
船员正在接受新冠病毒
检测。该船将在一处港

口进行停留，雷巴里奇
以“操作安全”为由拒
绝透露该港口的名称。 
“圣迭戈”号拥有船员
近700人，“菲律宾海”
号拥有船员超过300人。

美国海军2艘军舰在中东暴发新冠疫情

美国海军派往中东地区的两艘军舰暴发新冠肺炎疫情

【 中 新 社 巴 黎 】
法 国官方当地时间25
日 宣 布 对 2 0 个 新 冠
疫情严重的省份加强
监控，可能将在这些
省份实施进一步管制
措施。

法国总理卡斯泰当
天 举行发布会，代表
官方通报法国最新疫情
形势及应对策略。他表
示，法国变异新冠病毒

感染者已占新增感染病
例 的 一 半左右，表明
变异病毒仍在持 续 传
播 ； 与 此 同 时 ， 法 国
医疗 系 统 的 压 力 面 临 
“临界阈值”。

卡斯泰表示，官方
对20个疫情严重的省份
加强监控，其中包括巴
黎大区的8个省份、普
罗旺斯-阿尔卑斯-蓝
岸大区的3个省份以及
北部省、加来海峡省、
摩泽尔省等。

卡斯泰表示，如果
这些省份的疫情继续恶
化，可能将从3月6日起
对相关地区采取进一步
管制措施，如周末“封
城”等。他表示区域性
的管制措施会参照尼斯
和敦刻尔克等地已采取
的举措。

法国对20个疫情严重的省份加强监控

或将实施进一步管制

法国总理卡斯泰

【路透华盛顿】美联
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
斯(Randal Quarles)周四
警告称，为向经济提供
更多刺激而需作出的努
力会帮助借款者暂时渡
过难关，从而可能模糊
银行面临的风险。

夸尔斯在准备好的
讲稿中还表示，美联储
在进一步设计针对大银
行的年度压力测试时，
应该考虑到整体形势发
展如何影响到银行业风
险，例如非银行金融机
构的作用不断增大。

“美联储必须继续
创新，让压力测试依然
有效，”他说。

夸尔斯指出，他支持
政府在疫情期间支持人
民和企业的努力。不过
他警告称，这些努力会
令银行不清楚，借款者
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力
还是仰赖政府扶持才能
继续偿还贷款，从而掩
盖银行基础性的弱点。他
表示，美联储必须找到办
法，在未来的风险评估中
如何衡量疫情对借款者
造成的经济冲击。

夸尔斯还表示，较长
期而言，美联储正在考虑
让年度压力测试在不放
宽的情况下“降低波动
性”的方法。他补充称，
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与银

行业对处理利率对冲、亏
损分摊协议、用公允价
值会计方法处理贷款等
方面的抱怨有关。

夸尔斯还重申，美
联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
在工作中应尽可能多地
采用数据支持的分析。
美联储高级监管官员
目前正在研究对美联储
监管大型企业的方式进
行改革。数年来业界都
在抱怨监管程序太不透
明、太主观。

“我认为，监管机构
在整体提高分析过程透
明度、强化以数据作为
其监管判断依据方面还
有一定空间，”他说。

疫情刺激措施可能掩盖银行业面临的风险

【路透华盛顿】美国
财长叶伦周四表示支持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分配新的特别提款权
(SDR)，但她表示，需要
有广泛的参数，以提高
这些储备使用和交易的
透明度。

叶伦推翻了特朗普政
府的反对立场，在一封
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
的信中表示，分配新特
别提款权可能会增加贫
困国家的流动性，这些
国家受全球冠状病毒大
流行的打击尤其严重。

叶伦没有给出可能
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具体
规模。IMF成员国可以
将特别提款权转换为

硬通货。今年G20轮值
主席国意大利，以及
其他G20成员国支持分
配5,000亿美元的提款
权，但美国在此之前一
直持谨慎态度。

叶伦说，需要分配
新特别提款权，以及世
界银行和IMF推动低息
和零息贷款的措施，以
帮助遏制疫情并减轻其
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
资源较少的贫穷国家。

“IMF分配新特别提款
权可以增强低收入国家的
流动性，以促进它们迫切
需要的健康和经济复苏
努力，”她说，“要使
这一工具发挥作用，G20
必须与一个广泛的国家联

盟合作，制定一套共同的
参数，在如何兑换和使
用SDR方面提高透明度
和问责制。”

IMF发言人赖斯(Gerry 
Rice)对叶伦的声明表示
欢迎，称这是“就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出的
非常有帮助的信函”。
他表示，IMF上一次在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分配的
特别提款权“给全球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在
当前这场危机中也可能
如此。

IMF上一次分配特别
提款权是在2009年全球
应对金融危机之际，当
时的分配规模为2,500
亿美元。

美国财长叶伦支持IMF分配新特别提款权 

以帮助贫穷国家增加流动性

【东方财富网】目前， 
汽车芯片短缺导致全
球汽车生产受阻。鉴
于汽车芯片短缺暴露
出的问题，福特首席
执行官(CEO)吉姆·法
利(Jim Farley)在当地
时间周三呼吁美国政
府支持电动汽车电池
生产和充电基础设施
的发展。

他表示，美国对增
加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
政策支持以及对电动商
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改
善，将有助于推动对这
些汽车的需求。

法利表示，美国需
要开始为该行业计划
中的大量电动汽车生

产电池，以避免未来的
供应链危机。他认为，
美国确实应该在电池方
面实现自给自足，而不
仅仅是在半导体芯片
方面。

法利表示：“我们
不能重蹈汽车芯片短缺
的履辙”。他指的是，
进口半导体短缺导致
几家美国汽车工厂暂
时关闭。

据报道，由于全球芯
片短缺，许多全球汽车制
造商正在被迫削减产量，
其 中 包 括 通 用 汽 车 、
丰田、本田、大众、福特、
菲亚特克莱斯勒、斯巴鲁
和日产汽车等。

与此同时，法利还
重申了公司战略，即该
公司希望开发新的、更
经济的电动汽车平台，
供中国和欧洲使用，同
时准备在美国首次推出
全电动皮卡。

此外，该公司还计
划将数字服务(尤其是
车队管理)转变为更可
靠的收入来源，继续让
其车辆联网。

福特CEO呼吁美国政府支持电动汽车电池生产

和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

【 新 浪 网 】 据 英
国独立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2月25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在一场与医疗工作
者的视频会议上敦促
英国民众勇敢接种疫
苗，称民众应该为他
人考虑，不能只考虑
自己。

报道称，当天，伊
丽莎白二世与来自英

格兰，苏格兰，威尔
士和北爱尔兰的医疗
工作者视频通话，了
解新冠疫情，疫苗进
展等问题。“一旦有
了（接种了）疫苗，
就有一种自己被保护
的感觉。” 伊丽莎
白二世在会上表示， 
“从未接种过疫苗的
人 会 觉 得 （ 接 种 疫
苗）困难，（但）你
应该为他人考虑，而
非仅仅考虑自己。”

此外，伊丽莎白二
世还分享了自己接种
疫苗的经验，称注射
疫苗一点都不痛。据
报道，伊丽莎白二世
和丈夫菲利普亲王在
今年1月接种了第一
剂疫苗。

 英国女王敦促民众接种疫苗：

 应该为他人考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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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启动大规模疫苗接种
【中新社首尔】韩国26日启动新冠肺炎

疫苗接种工作，力争11月实现群体免疫。

当 天 起 ， 韩 国 全 国
1 9 0 0 多处接种点，为
首批对象开始接种阿斯
利康疫苗，涉及 5 0 0 0
多人，主要包括在疗养
设施等地工作和居住的
65岁以下人员。

据 韩 国 疾 病 管 理 厅
介 绍 ， 接 种 者 被 要 求
完 成 接 种 后 ， 在 卫 生
中 心 等 待 约 3 0 分 钟 ，
检 查 是 否 有 不 良 反
应 。 如 果 由 于 注 射 造
成 严 重 副 作 用 ， 政 府
将提供赔偿。

当 天 ， 韩 国 总 统 文
在寅前往首尔麻浦区某
接种点。总统府青瓦台
称，此行既是鼓励一线
医护人员，也是呼吁民

众配合疫苗接种。韩国
政府称，9月前将力争
为 全 国 7 0 % 人 口 完 成
疫 苗 接 种 ， 预 计 在 1 1
月形成群体免疫。

韩 国 疫 情 正 值 第 三
波 大 流 行 中 。 据 韩 国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 2 6
日 通 报 ， 过 去 2 4 小
时 ， 韩 国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4 0 6 例 ， 累 计 确 诊
88 9 2 2例。

韩 国 总 理 丁 世 均 2 6
日宣布，将继续延长现
行防疫措施两周：首都
圈和非首都圈防疫响应
级别分别维持在2级和
1 . 5级，仍禁止除直系
亲属外的5人及以上人
员聚集活动。

日本5所中学700余人食物中毒 

吃学校配餐后腹泻发烧

韩国2月26日启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力争11月实
现群体免疫。图为韩国总统文在寅(中)等在首尔麻浦区
某接种点

【路透社】F a c e b o o k
周五宣布，已同澳大利
亚3家媒体公司签署意向
书。此前一天，澳大利亚
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强制
要求Facebook向媒体公司
支付使用其平台上内容的
费用。

Facebook表示，公司已
和拥有在线杂志的Private 
Media、Schwartz Media和
Solstice Media签署合作协
议。Facebook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这些协议将为

Facebook带来一系列新的
优质新闻报道，包括一些

之前的付费内容。”
当 地 时 间 周

二 ， F a c e b o o k 与 澳 大
利亚大型新闻媒体公司
Seven West Media就
内容版权建立新型合作
关系。据彭博报道，世
界各地的监管机构一直
在密切关注澳大利亚的
立法，因为澳大利亚正
在努力应对F a c e b o o k和
谷歌的广告主导地位。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
示，他已经与印度、加
拿大、法国和英国的领
导人讨论了新法律。

【海外网】据日本《朝
日新闻》26日报道，日本
埼玉县上尾市5所中学日前
发生集体食物中毒，共718
人（包括700名学生，18名
教职员工）出现腹痛、腹
泻、发烧等症状。

玉县政府表示，该县
上尾市2所市立中学的学
生日前出现各种不适症
状。25日，县政府宣布是
学校17日提供配餐中的梭
状芽胞杆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此后，还有其他3所

市立中学相继报告了类似
情况，事件波及5所中学
的718人。

玉县食品安全课称，
出问题的5所中学配餐，
由上尾市内中学配餐共同
料理场及各个中学的配餐
室提供。17日的菜单是面
条、手工烧麦、甘薯点心
和牛奶。5所学校共2884
人吃了配餐。目前县政府
正在调查事件详情。上尾
市从19日至26日中止提供
学校配餐。

日本一所中学举行入学考试

【 海 外 网 】 据 《 印
度教徒报》报道，当地
时间 2 5日，印度马哈
拉施特拉邦地方政府通
报，当地一所学校宿舍
发生聚集性疫情，229
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
此外，还有4名学校工
作人员也确诊新冠。消
息人士称，上周该校有
2 0名学生新冠检测呈

阳性，随后327名学生
全部接受了新冠病毒检
测。

近 日 ， 马 哈 拉 施 特
拉 邦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激
增。该邦 2 4日报告单
日新增病例8 8 0 7例，
累计确诊病例2121119
例；新增死亡病例 8 0
例，累计死亡病例上升
至51937例。

印度一学校暴发聚集性感染 

229名学生确诊新冠

当地一所学校宿舍发生聚集性疫情，229名学生确诊
新冠肺炎

Facebook与澳大利亚3家媒体公司签署意向书

Facebook

【 中 新 网 】 综 合 报
道，东京电力公司25日透
露，在2月13日福岛7. 3
级地震发生后，福岛第一
核电站有50多个核污水储
存罐发生了位移，但未发
现泄漏。

据报道，东京电力公司
在2月13日观测到福岛等
地发生强震后，就对福岛
第一核电站的1074个核处

理水储存罐进行了检查。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

发现有53个储存罐出现位
置偏差，偏差在3厘米到19
厘米之间，都没有泄漏。

2月13日，日本福岛东部
海域发生7.3级地震，造成至
少1人死亡，逾百人受伤。日
本气象厅官员表示，本次地
震或为2011年“3·11”大地
震的余震。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逾50个核污水罐在强震后发生位移

当地时间2月14日，日本福岛县Soma市，强震造成的山体滑
坡阻塞了高速公路

【海外网】据韩国《
中央日报》报道，截至
2 6日，韩国前总统朴槿
惠 仍 未 缴 纳 高 达 1 . 2 6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与追
缴金，已经逾期四天。
检方考虑强制执行朴槿
惠的财产，但她的房产
和 支 票 、 存 款 加 在 一
起 ， 估 值 约 为 3 5 0 0 万
元人民币，仍然无法缴
清罚款。这意味着6 9岁
高龄、疾病缠身的朴槿
惠，可能需要从事最多3
年的苦役。

今年1月14日，韩国最
高法院对朴槿惠亲信干政
案和受贿案作出最终裁
决，判处其2 0年有期徒
刑，罚款180亿韩元，追
缴35亿韩元，合计215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1.26亿
元）。

判决第二天，朴槿惠就
收到了罚款通知单，被要
求在30天内纳清，但她至
今逾期未交。

2018年，韩国法院曾冻
结过朴槿惠的资产，包括
一栋住宅、存款和支票，
总价值60亿韩元左右（约
合人民币3452万元）。其
住宅位于首尔江南区，估
价2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600万元。

报道说，目前检方考
虑强制执行朴槿惠的财
产，但这仍然无法缴清罚
款。朴槿惠可能需要在拘
留所内，从事最多3年的
苦役。

朴槿惠未交1亿人民币罚款：

卖房子也凑不够 或干3年苦役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路透东京】周五公布
的路透调查显示，日本1月
失业率预计略微上升，因为
了控制疫情蔓延，东京等地
区再次实施封锁措施，令服
务业企业受到打击。

分析师们称，虽然1月日
本的工业生产活动提速，但
上月采取的紧急封锁措施打
击了就业市场。这些措施包
括要求餐馆提前打烊、暂停
国内旅游补贴计划等等。

对15位分析师的调查显
示，1月失业率可能从12月的
2.9%升至3.0%。调查还显
示，1月求才求职比料持平于
12月的1.06，但距离9月创下

的七年低点1.03不远。
日本总研资深经济分析

师Yusuke Shimoda说道：“
随着新冠大流行的影响久
拖，企业、特别是服务业
的企业利润料很难得到改
善。”“因此他们增聘员工
的意愿并不高，就业市场很
难快速复苏。”

一些分析师还表示，政
府支持就业和现有劳动力短
缺的措施，可能有助防止失
业率急剧恶化。政府将在周
一2330GMT公布就业市场数
据。分析师预期，因采取防
疫紧急措施，本季经济会出
现萎缩。

【路透悉尼】澳洲航空
监管者周五表示，将解除
对波音(Boeing) 737 MAX
机型实施近两年出入境航
班的停飞禁令，澳洲将因
此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让
该机型复飞的国家。

“我们...对此一机型的
安全性有信心，”澳洲民
航安全局代理局长Graeme 

Crawford在声明中表示。
他也表示，该局已接受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专门为737 MAX机型复飞
设计的综合必要条件。

澳洲没有任何航空公司
使用波音737 MAX机型，
不过在禁飞令实施前，斐
济航空与新加坡航空飞澳
洲的航班有使用此机型。

【路透悉尼讯】亚洲
股市周五跌至一个月低
位，因全球债市溃败推
动收益率高涨，令投资
者受到惊吓。市场担忧
债市大跌可能引发其他
资产的低价抛售。

债市的巨大跌幅促使
澳洲央行出人意料地购
买公债来止血，帮助澳
洲公债收益率脱离稍早
高位。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一年高点1.614%回落
至1.494%，但本月涨
幅仍有40基点，为2016
年以来最大。

“固定收益市场重
挫正转变为风险资产承
受更大杀伤的阶段，”
西太平洋银行(Wes t-
pac Bank)利率策略主管
Damien McColough说。

“长期以来，收益
率上升多数被看作经
济增长预期改善的题
材，如果出现，就会
支撑风险资产，但隔
夜市场的波动显然包
含了实质利率大幅上
升以及对美联储加息

预期的提早。”
市场正在对冲美联

储提前升息的风险，
即便联储官员本周保
证采取行动还是很久
以后的事情。

联邦利率基金期货
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反
应到2023年1月升息至
0.25%，欧洲美元利率
期货则反应是在2022年
6月升息。

即便是超宽松政策最
终将结束的想法，也令
全球股市打寒颤。全球
股市一段时间以来多次
刷新纪录高点，并推高
估值。

MSCI明晟亚太地区(
除日本)指数下滑2.4%
至一个月低点，日股日
经指数下跌2.5%。中
国股市沪深300指数下
挫2.5%。

纳斯达克指数期货
跌0.5%，隔夜大幅收
低。标普500指数期货
跌0.1%。EUROSTOXX 
5 0指数期货和富时指
数期货分别跌1.2%和
1.1%。

受疫情紧急状态打击

日本1月失业率料上升

亚股跌至一个月低位 

债市溃败令投资者惊慌失措

澳洲解除波音737 MAX机型禁飞令 

成为亚太地区复飞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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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作为集参与性、观赏
性、竞技性于一体的体育赛事，
在成都、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汤尤杯作为世
界羽毛球水平最高的男子团体锦
标赛和女子团体锦标赛，历来是
全球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焦点赛
事。针对此次2 0 2 4年汤尤杯“
落户”成都，中国羽毛球协会秘
书长王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去年中国羽协发出赛事
申办城市公开征集结果之后，包
括成都、西安、济南和郑州在内
的四座城市提出了申办，最终我
们在综合考察之后，选择成都作
为2024年汤尤杯的举办城市。”

“首先，成都为中国羽毛球
的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位于
蓉城的双流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
一直都为国家队提供了强大的保
障工作。同时，无论是2 0 2 0年
成都为我们从全英公开赛回来的
队员提供大力支持，亦或是在去
年疫情期间依旧高质量办好羽超

联赛，都是成都对中国羽毛球发
展所做的贡献。第二，由于此前
成都没有合适的大型场馆，大概
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举办羽球赛
事，而因为举办大运会的缘故，
成都目前的场馆条件非常不错，
这些场馆规划完全有能力来举办
汤尤杯这样的顶尖赛事。第三，
成都市领导一直以来都对体育、
对羽毛球非常关注和重视，这也
是我们选择成都作为2024年汤尤
杯举办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成都市坚持“谋赛”
与“营城”相结合的总体思路，
以国际视野、长远眼光推进世界
赛事名城建设步伐。引入重大国
际体育赛事，不仅能激发一座城
市的活力，更能拓展城市品牌的
世界影响力。在成功申办2024年
羽毛球汤尤杯之后，成都“世界
赛事名城”建设的规划又一次得
到充实。从今年的第31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到2022年世乒
赛、2023年男足亚洲杯、2024年

羽毛球汤尤杯，再到2025年世界
运动会，每年都将有一场大型赛
事在天府之国举办，成都正努力
实现从“世界赛事名城”到“世
界体育名城”再到“世界生活名
城”的历史性跃迁。

汤尤杯为何花落成都？

羽协秘书长详解三大原因
【新浪体育26日讯】成都市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宣布成都成功申办2024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赛。

对此，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了中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王

伟，他表示：“羽协在经过综合考察之后，在成都、西

安、济南和郑州四个城市中，最终选择成都作为2024年

汤尤杯的举办城市。”

【新浪体育26日讯】
2020/21赛季欧联杯1/16
决赛次回合一场焦点战在
卡雷斯卡基斯球场展开争
夺，阿森纳主场3比2险
胜本菲卡，奥巴梅扬梅开
二度绝杀，蒂尔尼进球，
贡萨尔维斯和拉法一度为
本菲卡反超。阿森纳总分
4-3涉险晋级。

双方首回合1比1战平。
阿森纳此前7次欧战主场
对阵葡萄牙球队取得5胜1
平1负，唯一的败局就是
对阵本菲卡。洛维、塞瓦
略斯、路易斯和加布里埃
尔轮换出场。莱诺成为第
5位为阿森纳百次出场的
德国球员。

阿森纳 ( 4 - 2 - 3 - 1 )
： 1 - 莱 诺 ； 2 - 贝 莱 林

(78',9-拉卡泽特)，23-
路 易 斯 ， 6 - 加 布 里 埃
尔，3-蒂尔尼；3 4-扎
卡，8-塞瓦略斯(63',18-
托 马 斯 ) ； 7 - 萨 卡
(90',25-埃尔内尼)，11-
厄德高(90',21-钱伯斯)
，32-洛维(63',12-威廉)
；14-奥巴梅扬。

本 菲 卡 ( 3 - 5 - 2 )
：7 7-莱特；4-贝里西
莫，3 0-奥塔门迪，5-
维 尔 通 亨 ； 1 7 - 贡 萨
尔维斯， 4 9 -塔拉布特
( 5 8 ' , 8 -加布里埃尔 )
，28-魏格尔(90',10-瓦
尔德施密特)，21-皮齐
(58',7-埃弗顿)，3-格
里马尔多(85',71-塔瓦雷
斯)；27-拉法，14-塞费
罗维奇(57',9-努涅斯)。

【网易体育26日讯】
2020-21赛季欧联杯32强
淘汰赛进行了次回合的一
场比赛，曼联在老特拉福
德球场迎战皇家社会。两
队0-0打平，上半场皇家
社会的奥亚萨瓦尔罚丢点
球，下半场曼联的图安泽
贝进球但林德洛夫犯规在
先。总比分曼联4-0晋级
16强。

两队在欧战有3次交锋
曼联2胜1平，上周的首
回合曼联4-0大胜。曼联
博格巴、卡瓦尼和麦克

托米奈因伤缺席，拉什福
德、马奎尔、德赫亚和卢
克-肖轮休替补，攻击线
由B-费尔南德斯、马夏
尔、格林伍德和詹姆斯组
成。

曼联（42 3 1）：2 6-
迪恩-亨德森/2 9-万比
萨卡（46’ 33-威廉姆
斯）、3-巴伊、2-林德
洛夫、27-特莱斯/17-弗
雷德（46’ 38-图安泽
贝）、31-马蒂奇/11-格
林伍德（76’ 74-肖泰
尔）、18-B-费尔南德斯

（46’ 10-拉什福德）
、21-詹姆斯（59’ 19-
特劳雷）/9-马夏尔。

皇家社会（433）：1-
雷米罗/18-格罗萨贝尔
（46’ 22-巴雷尼特西
亚）、5-祖贝迪亚、15-
萨甘、12-穆尼奥斯/36-
祖比门迪、 1 6 -格瓦拉
（72’ 14-古里迪）、8-
梅 里 诺 / 1 1 - 贾 努 扎 伊
（66’ 17-梅尔克兰斯）
、19-伊萨克（46’ 25-
鲍蒂斯塔）、10-奥亚萨
瓦尔（46’ 7-波图）。

【网易体育26日讯】欧
联杯1/16决赛次回合焦点
战，AC米兰主场1-1战平了
斯坦科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
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两回
合总比分3-3。但是，凭借
着客场进球多的优势，米
兰成功晋级。在上半场比赛
中，凯西点球先拔头筹。随
后，纳布哈内射中门框，并
扳平比分。下半场，戈贝尔
季奇领到本场比赛第二张黄
牌染红离场。

在双方首回合比赛中，
米兰客场2-2战平贝尔格
莱德红星，手握两个客场
进球优势，次回合较量变

得非常关键。次回合比
赛，本纳塞尔和曼朱基奇
因伤缺阵，为了准备周末
同罗马的焦点战，伊布和
克亚尔没能首发，莱奥出
任单箭头，托莫里获得首
发机会。多纳鲁马迎来了
22岁生日。出场名单：

米兰（4231）：99-多纳
鲁马/2-卡拉布里亚（第46
分钟，19-特奥）、13-罗
马尼奥利、23-托莫里、5-
达洛特/79-凯西、18-梅
特/7-卡斯蒂略霍（第46
分钟，56-萨勒马克斯）
、33-克鲁尼奇（第46分
钟，12-雷比奇）、10-恰
尔汉奥卢/17-莱奥（第46
分钟，11-伊布）。

贝尔格莱德红星（4231）
：82-博扬/2-加季奇、6-
潘科夫、5-德格内克、77-
戈 贝 尔 季 奇 / 3 5 - 萨 诺
戈、55-斯尔尼奇（第46分
钟，20-佩特罗维奇）/31-
纳布哈内（第69分钟，11-
法尔科）、8-卡库（第69分
钟，10-凯泰）、4-伊瓦尼
奇（第84分钟，22-尼克里
奇）/16-法尔奇内利（第72
分钟，9-帕夫科夫）。

【网易体育2 6日讯】
欧联杯1/16决赛第2回合
继续进行。埃因霍温主场
匹2-1小胜奥林亚科斯，
但仍以4-5的总比分被淘
汰。扎哈维上半场梅开二
度，科卡则在第8 8分钟
为客队打进绝杀球。在首
回合比赛中，埃因霍温
客场2-4落败，当时扎哈
维就梅开二度。今夜，前
中超金靴又收获了两个进
球。2 3分钟时托马斯右
侧角球传中，扎哈维中路
大力头球射门。由于大雨

导致皮球湿滑，客队门将
何塞-萨虽然扑到了球，
但皮球还是折射进入网窝
中。

4 4分钟时，扎哈维又
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直
接任意球。在左侧禁区
前，扎哈维右脚兜出完美
弧线，皮球钻入球门左上
死角。在本赛季中，扎哈
维6场欧联杯打进5球助
攻1次，直接制造了6个进
球！

如果2-0的比分能被保
持到终场，埃因霍温就将

在总比分4-4战平的情况
下，凭借客场进球多的优
势晋级。但在第8 8分钟
时，埃因霍温的美梦却破
碎了。

奥林匹亚科斯踢出了一
次流畅的边中配合，福图
尼斯左路传中，埃尔阿拉
比后点头球射门，埃因霍
温门将姆沃戈扑球脱手，
科卡近距离铲射破门。凭
借这个绝杀球，奥林匹亚
科斯最终以5-4的总比分
晋级，埃因霍温则抱憾出
局。

欧联杯-奥巴梅扬双响+绝杀 

阿森纳3-2逆转胜晋级

奥巴梅扬双响绝杀

欧联-伊布替补凯西点射 

米兰1-1总分3-3惊险晋级

米兰1-1总分3-3惊险晋级

欧联-B费中框大将进球被吹 曼联总分4-0皇社进16强

曼联总分4-0皇社进16强

欧联-扎哈维2场4球带不动! 埃因霍温遭绝杀4-5出局



沈只是微笑，没说
什么。
“虽然你是个很受

欢迎的体育老师，但我不
得不提醒你，你其实是师
大国文系毕业的。当年你
在国际赛上的出色成绩足
以保送师大体育系，但你
偏偏放弃保送，跑去考大
学，然后读了国文系。从
你的学历来说，主任要求
你去当国文老师是再合理
不过的，要是你教得不好
也就算了，要是教得还不
错的话，你就跑不掉了。”
“别担心那种不可能发生
的事。太闲的话，就跟我
去打一场球怎样？”老沈
拍了拍刘老师的肩，觉得
这不是个大问题。
“不行，我晚上要去相亲，
必须保持最好的状态。跟
你去打球，打完了也累挂
了，我除了立马回家睡大
觉，什么事都别想干了。”
刘文旺觉得比起被老沈这
个体力好到不科学的过动
儿玩虐身心，还是好好打
扮一下，把自己整出个人
模狗样，拐个老婆展望幸
福末来比较重要。
“又不是踢足球，只是打
个羽毛球，哪花得了什么

力气？”
“你以为羽毛球就很轻松
啊？你这家伙打起球从来
是不尽兴不放人，非要把
人打挂才肯收手。”
“怎么会？现在知道你晚
上要相亲，就不会一直拖
着你打到晚上去，咱们就
打一个小时，热身一下就
好。”老沈扳着两只手指
的关节，弄得咔咔作响，
一副马上要行动的样子。
刘文旺嘴角一抽，忍不住
翻了下白眼。
“我说，你早上才带着一
票街舞社的学生去练习跳
舞没错吧？”
“没错。”点头。
“然后，你这学期又打算
建立一个新的社团，叫跑
酷还是酷跑什么的……”
“跑酷。有个学生迷上了
这项运动，找了几个同好
联名申请社团，刚好足够
建立社团的标准，找我当
指导老师。我虽然原则上
同意，但也要测试一下他
们的决心以及体力，所以
这两三个星期来，每天带
他们在学校以及附近的运
动公园训练。”
“所以说，你现在手头上
不止带了篮球社、桌球

社，还是街舞社的特约指
导，如今又多了一个跑酷
社，这么大的运动量还累
不垮你，你居然还找我打
球？我说，你每天吃的不
是三餐，而是汽油或太阳
能之类的能源吧？你其实
是机器人吧？”刘文旺问
道。
“错了，我不是机器人。”
“就算不是机器人，也是
外星人。”
“在我百般掩饰之下，竟
然还是被你发现了。”老
沉木着一张脸，认真的看
着刘文旺道：“正式向你
自我绍一下……没错，我
就是来自星星的男人，你
可以叫我沈星星。”
“噗！”刘文旺终于绷不
住，喷笑出来，笑不可抑
道：“要是你姓周就更对
味了！”
“如果本外星人有机会重
新登陆地球，我会慎重考
虑使用这个姓氏的。”老
沈点点头。
刘文旺还想继续跟老沈胡
扯一通时，办公室门口突
然探进一个人，叫道：“
沈如律老师，你约的学生
家长已经来了，正在辅导
室那边等你。”
“谢谢，我马上过去。”
“学期才刚开始，怎么就
约见家长了？”刘文旺惊
讶问。
被称作老沈的沈如律站起
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
出一份活页夹。道：“有
个学生家长反对孩子加入
跑酷社。那名学生希望我
能帮忙说服他父母，而那
对父母希望我能劝退那名
学生，然后，我就安排了
今天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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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醒得相当迟，当我到楼下去
进食之际，一个女职员拿了一
个极精致的大信封，来到我的面

前：“卫先生，这是乔森先生吩咐交给你
的，是给金特先生的一份请柬。”
我点了点头，顺口问：“乔森先生呢？”
女职员道：“我没有看到他。”

到了金特所住的那幢大厦，两个司阍一看
到我，极其恭敬，瞎七搭八讲了很多应酬
话，我也不去理会他们。
司阍在我一进电梯就通知了金特，所以，
我一走出电梯，居然看到这位神秘的、不
爱讲话的金特先生，当门而立，向我作了
一个手势，邀请我去。我跟着他走进去，
将请柬交给他。
我没有和金特寒暄说话的准备，已经转身
过去。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金特居然叫住了我。
叫住一个人，最简单的叫法，应该是“等
一等”，可是他只说了一个字：“等。”
我站在电梯门口，并不转回身，等他再开
口。
金特却没有再出声，我等了片刻，电梯门
打开，他既然不出声，我也没有必要再等
下去，所以电梯门一打开，就向前跨出了
一步。就在这时候，金特才又算是开了金
口，这一次，他总算讲了两个字：“请
等。”
我转过身来，望着他，一字一顿：“如果

你有甚么话要对我讲，我必须以正常人的
方式和我讲话。像你这种讲话方式，我实
在受不了，也无法和你作正常的交谈。”
金特皱着眉，我提出是最起码的要求，可
是从他的神情看来，却像那是最难做到的
事，他倒真是在认真考虑，而且考虑了好
几分钟之久，才叹了一声：“不爱讲话，
是我的习惯，因为我认为人与人之间，重
要的是思想交流。”
他讲了这几句话之后，又顿了一顿，才又
道：“语言交流可以作伪，思想交流不
能。”
我道：“我同意你的说法，可是恕我愚
鲁，我没有法子和你作思想交流。”
金特又望了我半天，一副无可奈何的神
情：“是的，你很出色，但是思想交流，
不行。”
我可以承认自己一点也不出色，可是他讲
话的这种神情语气，我实在受不了，冷笑
道：“请举出一个例子来：谁能和你作思
想交流？”
金特像是想不到我会这样问他一样，睁大

了眼望着我，过了一会，才摇着头：“没
有。”
我不肯放过他：“没有人？这是甚么意
思？如果没有人可以和你作思想交流，
那就等于说，根本就没有思想交流这回
事。”
金特听得我这样说，只是淡然笑了一下，
并不和我争辩。我也故意笑了起来：“
对，普索利爵士第一次介绍我和你认识之
际，曾提及你的专长，或许，你指的思想
交流，和灵魂一起进行，哈哈。”
我自以为说了一些他无法反驳的幽默话，
但是金特却仍然是淡然一笑，一点也不想
和我争辩。
我倒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问：“你叫住
了我，有甚么事？”
金特想了一想，才道：“告诉乔森，我要
请柬，受人所托，那个……人对我说，
他曾见过乔森，选择了他做……对象，
想……寻找搜索……唉，算了，我很久没
有讲那么多话了，有点词不达意。”

不自觉的举动，引发燎原大火，
向荣双瞳一暗，趁势吻上她，有
力的舌喂入她口中，侵占她从无

人闯入的芳泽，与她纠缠，双手像铁条
般，紧紧将她囚禁在怀中。
陌生的亲匿汹涌而来，让她眩惑。
欣欣低吟一声，不自觉攀住他的颈项，被
醇酒染得红润润的小脸，在他的大掌下仰
起，用生嫩的舌，学他一样的亲吻。
她也捧住他的脸，嫩软的唇，笨拙的滑过

他粗厚的眉、闪过一丝错愕
的深邃黑眸，再含住他的耳
垂，轻轻啃着他那牛奶巧克
力般深褐色的肌肤，耳中听
见他愉悦的低吼。
唔，他喜欢她这么做吗？
一种奇异的满足，充塞着她
的胸口，淡化了脑子里冒出
头的不安。
他抱起轻如羽毛的她，回到
二楼的房里。这一路上，他
始终以吻折磨她、诱惑她，
引发的一阵又一阵的情欲热

潮，让她无法思考。
大手探人她的毛衣，热烫粗糙的指掌，抚
过她细嫩的肌肤，他手上冰冷的手表，让
她发出一声低呼。
手表冷得像冰，触及暖软的肌肤，教她冷
得全身一颤。
向荣解下手表，褪去一切身外之物，回到
偌大的床铺上，重新吻上迷蒙的她，以热
烫的体温包裹她。

欣欣几乎承受不住，只能在他怀中娇喘、
发热、轻颤，随着他的引导，摸索着男女
最亲匿的舞步，在他阵阵的进袭下晕眩。
黑夜之中，她累倦的睡去，蜷缩在他的怀
抱中，不再觉得寒冷，反倒好暖好暖、好
暖好暖……
清晨，远处传来阵阵鸡鸣。
向家的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向柔端着咖啡，走上二楼，来到大哥的房
门前。她意思意思的敲敲房门，然后自动
自发的开门，探头入内。
“大哥，欧阳伯母来找欣欣，说她昨晚就
没回家了，你知道她是……”话只说了一
半，就没了声音。
向柔眯起眼睛，推推眼镜，从满地凌乱的
衣裳，慢慢的看向那张大床。
床上，一对男女衣衫不整，像麻花卷般
缠在一块儿，从两人沉睡的模样看来，
睡前肯定是作了什么很耗费体力的“运
动”……
啊，找到了！
她挑起柳眉，往前走了两步，本想伸手推

醒他们，但是才走到床边，却又改变了
主意。
红艳的菱唇，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浅笑。
她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楼下放声大
喊。
“欧阳伯母，欣欣在这里！”
这声呼喊，立刻把李月引了上来。她丢下
丈夫，一马当先，咚咚咚的冲上楼，迫不
及待的边跑边骂。
“你这孩子，出门为什么也不说一声？害
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急了一整个晚上，
天还没亮，就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了一群
邻居出来找你。要不是你爸说，你可能跑
来这儿，我还不知要……”李月跑到门
前，才看了一眼，立刻就尖叫出声。
睡梦中的欣欣，听见母亲大人的尖叫，吓
得马上醒来，急急的坐起身，双手揉着惺
忪的睡眼。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
“欣欣……你你你……”李月一手掩着
嘴、一手指着女儿，食指抖啊抖的，激动
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片大火，自西北角延伸到南面高
岗之下，顺着风向，疾在东面转
去，那大火燃烧之快，竟有疾逾

奔马之势。
那百余骑正当狂奔之际，发觉大火阻路，
顿时方向一转，改向南面行来。
火光下，只见百余名身佩兵刃的蒙面人，
伏身鞍上，纵马飞驰，马蹄雷动之声，晃
转着大火燃烧之色，轰轰隆隆，惊人之
极。
展眼间，马队顺着大火，冲到高岗附近，
马上人见南面无路可遁，立时方向一转，
回头冲去。
这时，马队在旷野转了一圈，回头向东南
方冲驰，正好由岗脚下奔过，众人站在岗
上，已能看清马上人的情形。
果然，百余人中，大半穿着宽大的僧袍，
手中携着僧人惯用的长兵器，有些佩着戒
刀和金刚杵，另外一小半人，服色混杂，
有文士装束，也有劲装疾服，只是人人都
戴着一个黑罩蒙头，只有双目暴露在外。
这时马队在前，大火在后，转眼之间，马
队已行过岗下，众人虽仔细查看，亦未发
觉那一痴的踪影。
闲云大师突然一指东方，道：“追兵出现
了。”
众人移目望去，东方地平在线，果然出现
了许多人影，那批人影分作十小队，平行
前进，齐向西面赶来。
忽听嗖的一声，四戒大师闪电般的纵了回
来。
就这片刻工夫，四戒大师已是浑身汗湿，
僧袍大袖，也被烧焦一角，鼻息啾啾，喘
息不已。
左少白伸手一指东方，道：“大师请看，
追兵业已赶到了。”
四戒大师连连点头，转眼一望范雪君，
道：“姑娘相助之德，少林弟子永志不
忘。”

第六十一章 罗汉大阵

范雪君笑道：“贱妾是看在大师份上，并

非有意帮助少林派。”
四戒大师垂首道：“老衲永感大德。”
张玉瑶突然叫道：“咦！大家快看。”
众人忙向岗下望去，只见岗脚下窜出数
人，也是黑罩蒙头，直向对面奔去，似是
奔向那数十名蒙面人，与其会合。
范雪君双目虽盲，但妹妹范雪仪早已将看
到的情形，暗中告诉了姐姐。
四戒大师唯恐范雪君尚不知情，急忙说
道：“又有几个蒙面人，加入那大批蒙面
人的行列。”
范雪君道：“共是七人么？”
高光接口道：“不错，一共七个人。”
黄荣大声道：“好像是恶屠夫那批人。”
四戒大师凝目一看，果然那七人的身形衣
着，极像刚刚逃出众人掌握的恶屠夫樊霸
等人。
左少白剑眉紧蹙，道：“这事奇怪，为何
所有的人都事先准备好黑色头罩，难道竟
是巧合不成？”
万良道：“没有如此凑巧的事。”
四戒大师愁眉深锁，道：“如果不是巧
合，那就是有幕后人物主持其事了。”
但听范雪君道：“高护法。”
高光道：“属下在。”
范雪君道：“快将飞叟胡梅提到这里
来。”
高光大声道：“遵命。”转身奔去。
这时，大火已燃烧到旷野中央，那枯草燃
烧甚快，大火所经之处，地面一片焦黑，
荒野四面火已熄灭。
那数十名步行的蒙面人，这时停留在北面
一块空地上，那空地上寸草未生，蒙面人
停留在那里，等待西面余火熄灭，即可踏
着余烬，往西而去，那百余骑奔马被大火
驰迫，绕了一个圆圈，这时也顺着北面山
麓，朝那空地驰去。
同时间，东面草原上已现出十余队少林僧
侣，那十余队少林和尚，每人手中都执着
兵刃，十多个小队，每队二三十人，由一
个老和尚率领，浩浩荡荡，向西奔来。
那十多个小队，本是平行展开，来至荒野
东端，队形突然一变，由横而直，转向西
面疾奔。
转眼间，为首那一队少林僧侣，已接近蒙
面人的铁骑，少林僧侣视若无睹，依旧向
前疾奔。
看情形似要赶到西面，然后回头包抄，实
行首尾夹击之策，那批蒙面人似知厉害，
立时反客为主，方向一转，直向少林和尚
的队伍冲去。
展眼间，兵刃交接，响起一阵金铁交鸣之
声，人喊马嘶，声震四野。
就这两军交接，少林和尚的队伍为蒙面人
铁骑冲散之际，另外几个小队已旋风一般
疾奔过去，其中一队与那群步行的蒙面人
接战，其余的都冲到西面，直抵大火边
缘，然后才掉过头来。
这仅是片刻间的事，十八队少林寺僧侣，
已展开罗汉大阵，将那两起蒙面人包围在
阵内。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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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生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
我们身边的人不停的变换。
到站的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
走进你的车厢。
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
可能把酒言欢；也可能擦肩而
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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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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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腊月三十，我和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
贴春联。

奶奶负责打好糨糊，妈
妈负责把糨糊用刷子刷到
对联的背面，爸爸站在梯
子上负责把对联贴在院子
大门的两边，我和爷爷则
轮流负责给爸爸递来刷好
糨糊的对联。

我也想贴，妈妈同意
了。我拿着刷好糨糊的对
联，站在椅子上，刚想贴
上去，只听妈妈说：“不
能这样贴，要按上下联，
上联贴在右边，下联贴在
左边，然后贴横批。”我
想了一下，飞快的跑回
家，又飞快的跑回来，并
且把对联和横批贴的又快
又准确。这是因为啊，我

贴春联

回家后，翻看了一本关于
贴对联的书，上面写着：
三、四声是上联，一、二
声是下联。

到了晚上，奶奶按照传

统的习俗，烧了香，又摆
了几个大白馒头，来纪念
我们家的先人。

今天我学会了贴春联，
真开心啊！

今天，我跟妈妈去广场玩，回来的
时候，买了一盒草莓——也是我最喜
欢的水果，因为它很甜，又是我最喜
欢的红色。在我的眼里，它就是“水
果之王”。

我没有故意挑大的。因为我觉
得，每个草莓的糖分是一样的。
草莓越大，糖分越淡；草莓越
小，糖分越甜。所以，我觉得
买不大不小、不甜不淡的草莓最
合适。找这样的草莓，我告诉你
们一个秘诀：找到跟拳头一半大
的草莓，再看看是不是三分之二
都是红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恭
喜，你找到了成熟得刚刚好的草莓！

回到家后，我亲自把它的叶子摘下
来，然后把草莓放在淡盐水里清洗，
洗好了就跟妈妈一起吃草莓了。

草莓真甜啊！我觉得好幸福！

我最爱吃的水果——草莓

"在漆黑的夜空中，镶嵌
着一轮明月，照亮了漆黑的
地面。地上发生的事，他
一清二楚。他知道我们的需
求，也会给我们帮助。

他知道晚上地面很黑，

于是就借用太阳的光，照
亮漆黑的黑夜，使路人不
会相撞。

他知道人们在夜晚一不
小心就会迷路，就照亮了
林子，让人们很快就能找

到出路。
一天晚上，家里停电

了，往日的灯火通明仿佛
已不复存在。一下子，园
子里寂静了，鸟也不叫
了，虫也不鸣了，狗也不
吠了，青蛙也不吵闹了。
园子里死一般寂静。这
时，月亮登场了，他给了
小园光明，慢慢地，一切
都复苏了，园子里开始热
闹了，大家都在庆祝。

“月亮，你好!”我说。
“月亮，你好!”诗人说。
“月亮，你好!”全世

界说。
“你们好!”月亮笑眯眯

地说，慢慢地走了，他要
去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了!

“小时不识月，呼作
白玉盘。”月亮既给我照
明，又别有一番滋味，中
秋佳节，一家人在坐在楼
顶上，吃着月饼，赏着秋
月，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月亮皎洁明澈，又爱帮
助人，我们都喜欢月亮。

月亮，你好

"太阳终于从江底钻出来
了，打破了那黎明前的黑
暗。一轮鲜红的太阳缓缓
的露出小半张脸，红如胭
脂，艳如流霞。似乎要把
全世界都照得红彤彤的。

我向它望去，而他则像
一个淘气的孩子，需要老
师时常盯着他，他才肯不
服气地写作业似的。款款
地向上移动，我和爸爸都
兴奋起来，又都屏住气，
生怕我们的笑声让太阳害
羞的不敢出来。

原来太阳是长了腿，一
眨眼就半个小时过去了，
太阳也正式坐上了他的宝
座，它那艳丽的柿子红，
打在江面上，把江水也染
成了耀眼的金黄，就连它
身旁的云片也被涂抹上了
嫣红，像那深红的红枫一
样。

天空就像是一幅美术大
家的著作，他大笔一挥一
副太阳初升万物生机勃勃的
景象，那渐变色的停靠在富
春江边的小渔船显得更加生

动、有趣了。突然一身公鸡
的啼叫打断了我的思想，
啼叫之后，各种人都忙着自
己的事情，万物都开始忙
碌起来。倏忽间，哪儿好
像有了一种气息，在我们
身后袅袅，到了头发稍儿
上了，添了一种淡淡的痒
痒的感觉。似乎太阳就在
我的身后，我向后张望了
一下，原来是太阳的光已
经照到我们的头发上和地
上。我来了兴趣，向着太
阳狂奔：“太美了!”"

日出即景日出即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