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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在G20峰会炫耀巴厘岛红树林

总统赤脚带领居民一起在海滩种植红树林
【印尼CNN新闻网】为了想在2022年 G20
峰会上炫耀我国的红树林，佐科威总统近来
马不停蹄地亲自率领在全国沿海地区种植红
树林（Mangrove）。
2022年 G20 峰会将在巴
厘岛举行，因此，总统计
划将巴东县（Kab Badung）
作为峰会举办的主要地点
之一，同时可以炫耀该地
区的红树林。
“明年 G20 领导人峰会
将在巴厘岛召开，我们计
划向G20 领导人展示巴厘
岛巴东县的红树林，”援
引总统府秘书处周五（10
月 8 日）播放总统在巴厘
岛巴东县进行工作访问时
的 Youtube 频道。
总统说红树林在沿海社

印尼商报APP二维码

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红树林可以防止磨
损、海水入侵、海浪和气
候变化的影响。
“为了恢复和保护我们
的红树林区，同时预防和
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持续
和将会发生，”总统说。
众所皆知，佐科威总统
自今年8月份开始在各种不
同场合屡次谈论红树林的
重要性，总统在过去两个
月中至少四次亲自带领沿
海居民种植红树林。
当时，总统在中爪哇芝
拉扎（Cilacap）当地居民一
起种植红树林。今年9月28
日，总统在访问廖内群岛巴
淡岛的塞托克海滩（Pantai
Setotok）时赤脚雨淋日晒
带领当地居民在沙滩海水中
种植红树林，希望改善当地
的沙滩不遭受海水侵蚀的威

印尼担任担任2022
年G20集团轮值主
席国并举办峰会
胁，同时亦能提升渔民和当
地居民的收成。
G20峰会是1997-1998
年经济危机后成立的全球
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
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
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
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
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
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
成。旨在推动以工业化的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
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
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
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
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
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印
度尼西亚将于2021年12月1
日至2022年11月30日担任
G20集团轮值主席国并举办
峰会。(v)

贸易部长鲁特菲称

佐科威总统周五（10月8日），赴巴厘岛进行工作访问，并在巴东县（Badung）
Tahura Ngurah Rai带领当地居民一起在沙滩边种植红树林，活动结束后总统在现
场举行记者会。

单日新增病例1384例

2023年我国对华贸易将不再出现贸易逆差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25871例
印尼华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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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8日）
累计确诊 :4,225,871 例
疑似患者 ： 253,067 例
新增病例 :
1,384 例
累计死亡 : 142,560 例
累计治愈 :4,057,760 例

贸易部长鲁特菲
【印尼CNBC雅加达
讯】政府通过贸易部长鲁
特菲(Muhammad Lutfi)
称，2023年我国对华贸易
将不再出现贸易逆差。
周四，他在印尼知识
论坛上说，“自2006年
以来，我们与中国的贸易
总是处于逆差状态，特别
是在东盟-中国自贸协定
(ACFTA)签署期间，在不
久的将来，总是处于逆差
状态的对华贸易将取得新
的平衡。”

地址:Jl.Raden Saleh Raya 1B, Cikini, 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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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特菲说，矿业商品的
下游化和工业化将促使这
种情况发生。他举了一个
已经开展的下游业务的例
子，从优质商品的钢铁到
不锈钢，以及铝土矿到铜
和黄金产品的铝。
据鲁特菲称，我国目
前销售高科技工业产品。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协定，
使得更容易地进入全球和
非传统市场的渗透。“这
将是我们未来的出口支
柱。”
在2021年上半年，我
国录得向中国的出口额为
224.5亿美元，和进口额
256.3亿美元或仍不敷31.8
亿美元。
然而，这个数字比以
往时期要低得多。迄今为
止，我国经常对中国的贸
易造成过大的逆差。2021
年上半年期间我国对华贸
易逆差31.8亿美元。
鲁特菲亦深信对华贸易
逆差有可能在2021年下半
年继续缩小。(xin)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雅加达综合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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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至
10月8日，过去24小时，印
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1384
例。截至10月8日，全国累
计病例升至4,225,871例。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
亡病例66例，累计死亡病
人数142,560例,死亡病率
3.37%；新增治愈出院病
例3,514例，全国累计治
愈患者已达4,057,760例，
治愈率96.02%。10月8
日，病毒检测样本268,416
人，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
为0.52%人，全国疑似患
者为253,067人。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病例最高地区为雅京特区
新增病例150例，其次中爪
哇省新增144例，接着东
爪哇省新增119例，西爪哇
省新增107例，北苏省新
增88例, 巴厘岛新增病例
61例，东加省新增60例，
苏北省新增病例59例，北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周四（10月7日），东爪哇省西图利祖（Sidoarjo） 地方公
立总医院（RSUD）血液透析大楼（Gedung Hemodialisis）
为居民注射了辉瑞 (Pfizer)新冠疫苗。西图利祖县 接受了
117,000 剂辉瑞疫苗用于集体疫苗接种计划，目标是 12 岁
及以上儿童，包括孕妇和患有合并症的人注射疫苗。
加省新增47例 ， 邦 加 勿 里
洞新增46例，亚齐新增43
例，万丹省新增39例，东
努省（NTT）新增39例，
南加省新增37例，日惹特
区新增35例，西苏省新增
32例，楠榜新增28例，
廖内省新增26例，苏南省
新增22例，中苏省新增21
例，西加省新增20例，苏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西省新增16例，廖内群岛
新增16例，中加省新增15
例，巴布亚新增15例，北
马露姑省新增9例，西努省
（NTB）新增7例，占碑省
新增6例，朋古鲁省新增3
例，哥伦达洛新增2例，东
南苏省新增1例，马露姑省
新增1例，南苏省新增0例，
西巴布亚新增0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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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国际机构研究成果
新冠病毒数据应更透明可信
国际机构的一项研究估计，多达29%的印尼人
（约7890万人）接触过新冠病毒（COVID-19）。
这一数字相当令人惊讶，因为迄今为止，关于新冠
病毒阳性居民的官方数据只有422万人。
人们一直对政府的官方数据存有疑虑已好些时
候了。流行病学家也多次指出，就像冰山现象一
样，表面看起来很小，但被水覆盖的山体却很大。
流行病学家的担忧与国际研究所的结果可说不谋而
合。
上周，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发
布了关于新冠疫情发展的预测。截至10月1日的报
告也关注我国的新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的不断下
降。IHME报告说：“由于疫苗接种覆盖率低，有
很大比例的人口仍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情况依然脆
弱。”
他们还说，到2022年1月1日，将对新冠病毒德
尔塔变种免疫的居民为36%。因此，病例激增的可
能性还是很大的。
IHME记录显示增加疫苗接种覆盖率、减少接触
次数、减少流动性和遵守卫生协议的重要性。研究
人员说：“管理流行病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增加病例
检测，以便在病例开始上升时能够更快地作出反
应，并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
澳大利亚Griffith大学的流行病学家Dicky Budiman在回应这一发现时说，病例数量的下降是受
到免疫力的影响。不仅是因为接种了新冠疫苗，
还因为接触了新冠病毒而形成了自然免疫。10月6
日，Dicky解释说：“病例数量的下降主要是在爪
哇-巴厘岛和一些爪哇岛以外的地区，这是由于约
30%暴露人群的免疫状况造成的。”
Dicky称，尽管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具有天然
免疫力，但这种免疫力在感染后平均三个月内会下
降。IHME的报告提醒，29%接触过新冠病毒的人必
须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在8月底、9月初或中旬度过危机期，
那么年底或两三个月后，特别是感染后的平均3个
月，又是一个脆弱的时期，大约29%的人的免疫力
会下降。”Dicky总结道。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
计算表明，截至2021年5月中旬，我国新冠病毒的
死亡人数达到11万8796人，是官方报告的2.5倍
多。全球有71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一数字是5月
21日正式报告的全球新冠病毒343万死亡数据的两
倍多。
Dicky要求我国政府继续扩大社区活动限制
（PPKM）的适用范围。他说，1:15的追踪率是
不够的，因为检查了15名接触者，很可能他们还
有其他应该接受积极检查的密切接触者。Dicky
说：“因此，测试和追踪是我们的资本，以便能
更从容地面对第三波的可能性，我认为第三波疫
情可能是由于最近的低测试和政策的放松累积造
成的。”
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担忧。此前，我们收到的信
息也称，被“PeduliLindungi”应用程序挡驾的数
千人依然在社区自由漫游。他们是没有接受治疗，
也没有自我隔离的无症状人群（OTG）。因为他们
曾试图进入商场等公共设施，因此传播的风险非常
大。那些在公共设施中没有被PeduliLindungi应用程
序检测到的人又如何呢？
公众确实需要关于新冠病毒患者数据以及仍在
发生的传播可能性的有效和可信的信息说明。我们
当然相信政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机构的研究
成果。
民众已越来越聪明，不再容易上当受骗。然
而，我国农村和边远地区仍有许多人获得信息的
机会非常有限。他们只能依靠政府官员的解释和
信息。如果所传达的信息与客观情况不符，当然
受害不浅。

9月份我国石油定价为每桶72.20美元
【印尼CNN雅加达
讯】2021年9月我国石
油价格(ICP)定为每桶
72.20美元。该油价比
8月份的每桶67.8美
元上涨了4.4美元/每
桶。
能 源 与 矿 物 资 源
(ESDM)部通讯，新闻
服务与合作局局长阿贡
(Agung Pribadi)称，
我国油价上涨是由于全
球石油供应情绪减弱所
致。
日前，他在官方声
明中称，“2021年9月
我国石油价格由能源与
矿物资源部长设定为每
桶72.20美元。”
据阿贡称，世界原
油价格上涨是由于爱达
(Ida)飓风和尼古拉斯
(Nicholas)热带风暴导
致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
石油生产活动停止。
其结果是，美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
产国之一，有可能损失
多达3000万桶的原油
供应。
除 此 之 外 ， 由 于
示威活动迫使利比亚
(Libya)原油出口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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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kita Karya公司出售芝比东-芝灵津收费公路项目2.44兆盾
【印尼CNN新闻网】印尼收费公路
开发运营上市公司 PT.Waskita Karya
(WSKT)通过子公司PT Waskita Toll
Road (WTR)与PT Akses Pelabuhan Indonesia (API) 签署了价值 2.44 兆盾
的芝比东(Cibitung)- 芝灵津(Cilincing) 收费公路的买卖协议。
WSKT公司秘书拉特
纳（Ratna Ningrum ）表
示，此次收购交易是该公
司财务重组的一部分，
其中之一是对母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财务重组措施之
一。
拉特纳周五（8日）
在雅京说，“这笔交易
是 WTR 公司作为印度
尼西亚收费公路开发和运
营公司整体财务重组的过
程。”
通过实施 8 项财务重
组措施，WSKT母公司实
现了 1550 亿盾的综合
利润，比上年同比增长

111.73%。
此前，WTR
公司雅
京北区丹绒不碌港口外
围收费公路是 PT Cibitung Tanjung Priok Port
Tollways (CTPPT) 的大
股东，持股 55%，其余
由 API 公司持有45%。
但是，通过此次收购协
议，API 拥有 CTPPT 公
司全部所有股权。
API 是印尼码头港口开
发商 PT Pelabuhan Indonesia Developer 子公司，
后者是 PT Pelabuhan Indonesia (Persero) 集团的
一部分。

芝比东(Cibitung)-芝灵津(Cilincing)收费公路（资料图）
通 过 此 次 收 购 协
议，WSKT 公司预计能够
减轻公司财务债务 5.82
兆盾。
值得注意的是，芝比
东- 芝灵津收费公路是雅
加达外环路 (JORR) 2 的
一部分，全长 34.47 公
里 。这条收费公路将连
接至 Cimanggis-Cibitung
收费公路和丹绒不碌港口
收费公路。这条收费公路
完工和投入运营后，将改
善雅京北区外围交通公路

结构，特别是进出雅京北
区丹绒不碌港口（Tanjung
Priok）的交通路况，大大
缩短旅途时间。
除芝比东- 芝灵津收
费公路以外，Waskita 还
抛售了其他 3 条收费公
路，包括棉兰-瓜拉那
木-德宾丁宜（Kualanamu-Tebing Tinggi）收费
公路、中爪哇三宝垄-巴
塘收费公路和万丹省 Cinere-Serpong 收费公路的
股权。（v）

布安邀请佩洛西出席在印尼举行的议长峰会

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尼于10月7日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七届
二十国集团（G20）议长峰会（P20）期间会见美国众议院
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
讯 】我 国 国会 议 长布 安 ·
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邀请美国众议院议
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加将于2022年9
月 在我 国 举行 的 议长 峰 会
（Parliamentary
Speakers’ Summit简称P20）。
布安周四（10月7日）
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七届20
国集团（G20）议长峰会
会 议期 间 ，在 会 见佩 洛 西
时传达了这一点。
布安在书面声明中表
示，希望佩洛西参加2022
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的P20。P20活动与G20峰
会 同期 举 行， 印 度尼 西 亚

是东道主。
布安和佩洛西在意大利
举 行的 议 长峰 会 上， 谈 到
包 括新 冠 疫情 在 内的 许 多
事 情， 两 人还 解 释了 各 自
国家新冠疫情的情况。
此外，布安也与其他
G20成员国的议长会面，
特别邀请他们明年来印
尼访问。受布安邀请的
其中有韩国国会议长朴
炳锡（Park
ByeongSeug）、新加坡国会议
长陈川仁（Tan
Chuan
Jin）、荷兰参议院议长
Jan Anthonie Bruinj和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
穆斯塔法森托普（Mustafa Sentop）。（pl）

印尼不再列入英国国际旅游“红色名单”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
讯】印度尼西亚从今年10
月11日英国时间04.00开
始，已不再列入英国国际
旅行的“红色名单”中。
根据周五（8/10）收
到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
馆的一份声明，英国交通
部长格兰特沙普斯（Grant
Shapps）于周四（7/10）
英国时间17.00宣布这一
消息。
印度尼西亚驻英国大使
德斯拉（Desra Percaya）
说，印度尼西亚被排除在
红色名单类别之外是因为
蕾特诺（Retno Marsudi）
外长于9月20日在纽约联

蕾特诺外长于9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英国外长
丽兹·特拉斯（Liz Truss）。
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英国外
交部长丽兹·特拉斯（Liz

Truss）进行游说的结果。
德斯拉大使表示，该决

定也是英国政府对印度尼
西亚政府在克服新冠疫情
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取得
进展的一种认可。他说，
在正式宣布之前，他已经
会见了英国外交部的莎
拉·库克（Sarah Cooke）
，所以提早收到了有关印
度尼西亚将被排除在英国
国际旅行“红色名单”类
别之外的信息。
随着这一新进展，印度
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敦促
国人通过英国政府官方网
站GOV.UK以及印度尼西
亚驻伦敦大使馆网站和社
交媒体继续关注英国的国
际旅行政策。（ p l ）

在印尼-中欧和东欧商业论坛上

产生商业交易达290万美元

新闻服务与合作局局长
阿贡
关闭，导致该国的原油
供应中断。
其他促成因素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OPEC)把今年的石
油供应预测从每天1.5
亿桶下调至每天6385
万桶。
美 国 国 家 能 源 署
(IEA)记载，8月份的
原油供应量每天减少
54万桶至每天仅9610
万桶。
阿贡继续对我国油
价团队进行分析，推出
了另一个影响我国石油
价格走强的因素，即美
元兑多种货币的汇率，
尤其是欧元的汇率趋于
走弱。(xin)

【点滴网雅加达讯】我
国与中欧和东欧国家之间
的贸易合作潜力巨大。这
反映在印尼-中欧和东欧
(INACEE)商业论坛产生的
商业交易中。
由此产生的商业交易估
计达290万美元，约411.8
亿盾(假设汇率为
1万
4200盾）。
美欧外交部司长乌
拉.斯瓦查雅(I Gede Ngurah Swajaya)评估，该商
业交易是我国商家与来自

中欧和东欧的商家直接互
动的结果，而这些地区的
市场是我国的目标。
周四，乌拉在有关印
尼-中欧和东欧商业论
坛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
说，“这些中欧和东欧国
家不仅包括我国的传统市
场，也包括我们希望加
强的非传统市场，同时
也包括鼓励中小微企业
(UMKM)的环节内。”
除了商业交易外，该
论坛亦记载来自8个国家

的商界人士，包括34家我
国公司及其各自的合作伙
伴，参加了业务配对(一
对一业务配对）活动，潜
在的贸易交易额为20.4万
美元，约29亿盾。
中欧和东欧商家需要
的优质产品，其中包括
食品，饮料，化妆品(假
睫毛)，家具，煤炭，农
业，制造业和手工艺品。
乌拉说，“所有这些都
是在东欧和中欧国家销售
的潜在产品。” (xin)

美欧外交部司长乌拉.斯瓦查雅

政府计划将出国旅客隔离期缩短至5天

艾尔朗卡·哈尔丹托称，政
府计划将对国外旅客隔离时
间缩短至5天

【雅加达罗盘网】经
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哈尔丹托（Airlangga
Hartarto）于7日在雅
加达总统府出席局部内
阁会议后表示，政府计
划将对出国旅客回国后
隔离时间从8天缩短至
5天。在局部内阁会上
已讨论了相关议题，但
是政府仍需要更深入讨
论，包括与国家灾难管
理局（BNPB）、内政

部长和交通部长将继续
讨论我国公民从海外回
国后的隔离时间，政府
相关部门将准备发布一
项跨部门条例。
昨日的内阁部长会
议除了讨论境外旅客
隔离时间以外，还有
讨论居民在近期内的
流动性，包括在廖内
岛和巴厘岛可以开始
为外国游客开放。考
虑到单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持续下降，政
府开始放宽部分管制
措施，包括允许面对
面教学实施和电影院
开始营业。
之前，政府决定巴厘
岛Ngurah
Rai机场将
于10月14日对外国游
客开放，每位抵达的国
际旅客必须显示自费至
少8天隔离的酒店预订
证明，现在可能缩短至
5天的隔离。（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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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在沃诺索博

发展园艺作物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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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出现第三波大流行

今年第四季房地产业绩将会改善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内房地产顾
问—印尼高研国际研究中心（Research
Colliers International Indonesia）表示，
只要我国不出现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房地产领域的业绩将在2021年第四
季有所改善。

农业部在沃诺索博发展园艺作物主产区。
【安塔拉社沃诺索
博讯】园艺总局蔬菜和
草药作物部经理多米
（Tommy
Nugraha）
表示，农业部在全国多
个地区积极发展粮食主
产区（food
estate）
，其中之一是在沃诺索
博县。
他在沃诺索博与沃
诺索博县县长阿菲夫
（Afif
Nurhidayat）
说：“继加里曼丹、
东努沙登加拉省，及
苏门答腊之后，现在
我国农业部园艺局正
努力在爪哇岛兴建园
艺作物主产区。”
他解释说，今天与
沃诺索博县政府的官
员和县长举行会晤是
为了传达农业部的意
愿，使用农业概念作
为基于科学和技术、资
本，及现代组织和管理
的工业制度，或称为粮
食主产区来发展园艺

作物种植业务。
他认为，农业部园
艺总局选择沃诺索博
是因为考虑到该地区
的地理条件适合发展
园艺作物，如红葱、
大 蒜 、 辣 椒 、 马 铃
薯，及辣椒苗圃。
通过上述粮食主产
区，政府尽力保持农业
产品的价格稳定，不至
于给农民造成损失。
“农业部的作用是
寻找能保证农民在收
获季节的产品价格真
正符合签署的合作协
议的买家，让农民不
再因售价与种植时的
生产成本不平衡而亏
损，”他阐述。
他进一步称，选择种
植用地的地点将由当地
政府决定。在爪哇岛，
除了沃诺索博之外，农
业部亦将在牙律、淡满
光，及班图尔发展园艺
作物主产区。(vn)

农业部确保

至今年底粮食库存充足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根据农业部粮食安全局
（BKP）监测的12种必需
品，农业部确保，截至
2021年底的必需品供应量
处于安全和可控状态。
根据雅加达农业部粮
食安全局的数据称，截
至2021年9月30日的粮
食预测，完全来自国产
的几种粮食商品的供应
仍过剩，其中是大米供
应过剩112万吨、玉米
供应过剩143万吨、鸡肉
供应过剩45万吨，及食
用油供应过剩4万2500
吨，这不包括从去年结
转的盈余。
农业部粮食安全局粮
食渠道与分配中心主任
Risfaheri解释说：“若考
虑 去年结 转的余数，过剩
数额将更大了。大米供
应过剩850万吨、玉米供
应过剩280万吨、鸡肉供
应过剩46万5000吨，及
食用油供应过剩了61万
8500吨。”
此外，保质期较短的
商 品，如 红葱、辣椒，及
鸡 蛋在每 月的供应量总是
过剩。
“当然我们希望没有受

到极端的气候干 扰， 这 样
才能实现该产量 预测 ， ”
他阐述。
他指出，一部分需求是
从进口满足的必 需品 ， 如
大蒜、食用糖、 牛肉 的 供
应，至今年底， 若把 国 内
生产与进口产品 结合 也 还
过剩。除非大豆 商品 ， 若
考虑去年结转的 库存 ， 其
余额还过剩。
“若收获符合预期，
在今年底的库存 量预 计 能
满足于2022年初两至三
月的需求，这样 可以 避 免
在年初经常出现 的价 格 波
动，”他阐述。
此外，根据粮食价格
小组监测和农业部粮食
安全局的价格预测，直
到今年底，战略性粮食
价格将保持稳定，除非
几种必需品的价格必须
获得关注，即其价格高
于采购基价（HAP）的食
用油和牛肉。
有关牛肉，农业部继
续努力提高当地牛肉产
量，而食用油，农业部
将与国营粮食企业合作
平均分配食用油，以便
能稳定全国各地区的供
应和价格。(vn)

海事与渔业部将马鲁古省捕捞区域

以捕捞配额方式分配给三个区域
【安塔拉社安汶讯】
海事与渔业部长德冷科
诺（S a k t i
Wahyu
Trenggono）称，在马鲁古
省 渔业发 展的规划中，将
其 渔业开 发划分为三个区
域 ，以捕 捞配额的方式分
配其作用。
他周四在安汶说：“其
中 分配工 业配额、渔民配
额和捕鱼爱好者配额。”
德冷科诺对安汶进行
为 期两天 的工作访问，并
于周三（6日）访问东南
马 鲁古县 时，该地区将于
2022年开发成海藻加工区
中心。
“在未来期间，海事与
渔业部于2022年将马鲁古打
造成渔业产业区，”他说。
部长评价，分配马鲁
古省水域的所有捕捞区
域 ，有效 遏制非法捕捞犯

罪行为。
“我们制定这项法规
是为遏制非法捕 捞行 为 ，
因为非法捕捞威 胁不 但 来
自国外，而且在 国内 ， ”
他说。
德冷科诺续说，马鲁古
省渔业工业区将 推动 全 省
县市渔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海事与渔
业部将开发马鲁 古省 既 有
的水产养殖业， 即螃 蟹 、
石斑鱼、海藻和 龙虾 养 殖
业。这些水产资 源是 马 鲁
古省的优质商品。
开发马鲁古省水产养殖
业计划，与中央 政府 将 马
鲁古省打造成国 家渔 业 主
产区（LIN）的计划一致。
“我希望捕捞配额政策
使捕捞量越来越 少， 然 而
水产养殖量越来 越多 ， ”
德冷科诺。(er)

高力国际印尼高级
副研究主任菲力（Ferry
Salanto）在雅加达通过
视频方式发布有关房地
产声明时说：“只要不
出现第三波新冠病毒疫
情大流行，预计今年第
四季对房地产的需求量
将增加。”
他解释说，出现第二
波新冠病毒疫情，已经
导致房地产领域在今年
第三季的业绩大幅下降。
“出现第二波新冠病
毒疫情已经真正打击了
房地产领域在今年第三
季的业绩，”他续说。
他解释说，有关2021
年第三季的雅加达公寓
市场，在雅加达没有推
出新的项目，而在同期

间交付的4个项目中只有
2107个新公寓单位，而
在雅加达兴建的公寓单
位达到21万7085个。
虽然环比的公寓采购
量稍升，只有0.09%，
但销售价格平均没有上
升，每平方米的售价还
是3500万盾。
他解释说，有地皮
房屋的销售量略好于公
寓，其原因是因为许
多公寓建设过程尚未完
成，而许多有地皮房屋
已备妥存货。
他进一步说，未来
2022年在雅加达地区具
有的办公楼空间的新供
应将大幅增加。
“由于许多建筑完工
推迟，在2022年将很多

房地产领域的业绩2021年第四季有待改善。
新供应量，”他续说。
其售价平均将保持稳定，
他 解 释 说 ， 明 年 在 首 而在在雅加达商业中心区
都 具 有 的 办 公 楼 新 供 应 或者雅加达商业中心区以
量 预 计 达 到 4 3 万 5 0 0 0 平 外的新供应将更多影响到
方 米 ， 其 中 7 8 % 位 于 雅 租金价格的变化。
加达商业中心区。
对于零售店或者购物
“ 在 雅 加 达 商 业 中 中心，他还称，今年第
心区的累计供应量仍为 三季在雅加达没有新的
696万平方米，在雅加 供应，以致累计供应量
达 商 业 中 心 区 以 外 的 供 保持在486万平方米。
应量达到363万平方米。
他进一步称，直到今
在2024年至2025年，办 年 底 ， 有 关 购 物 中 心 的
公楼新供应增长将受限 租金和维护成本预计将
制，”他这么说。
保持稳定，在2022年才
他 预 计 ， 至 今 年 底 ， 会有调整步骤。(vn)

拟扩建Frans Kaisiepo机场货运设施

AP I支持比亚克提高渔业出口量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ra第一公司（AP
I）
拟扩建巴布亚省比亚克
（Biak）弗兰斯·凯西波
（Frans Kaisiepo）机场的
货运设施，来支持比亚克
农福尔县（Biak Numfor）
作为国家渔业产区之一提
高渔业出口量的努力。
AP
I公司总经理法伊
克（Faik Fahmi）于昨日

在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
中说：“公司始终支持政
府在开发区域经济潜力的
各种项目，包括优化Biak
Numfor县渔业资源。为实
现上述指标，AP I有计划
扩建比亚克Frans Kaisiepo
机场的货运设施。”
他解释，目前比亚克
Frans Kaisiepo机场的货
运站总面积324平方米，
日收货量20吨，日发货

量12吨。
比亚克Frans
Kaisiepo
机场货运站扩建项目包括
将面积扩大至3800平方
米、2座存量各为5吨的冷
库建设、每天能处理65吨
货物的60平方米转运仓库
建设。
这一向以来，Frans
Kaisiepo机场发运的水产
包括龙虾、石斑鱼和虾，
目的地为雅加达、登巴

萨、锡江、森塔尼（����
Sen�
tani）和泗水。
2021年8月，比亚克将
水产出口到新加坡。
法伊克称，在未来期
间，比亚克水产资源有潜
力通过Frans Kaisiepo机场
直接运到中国和日本。
“我希望这项扩建项目
将大力支持比亚克提高水
产产能和出口的潜力，”
他如斯说。(er)

去年国内电动车辆销量同比增长46%

国电拟在东爪省兴建4座SPKLU
【安塔拉社泗水讯】
国电公司计划在东爪省增
建4座公共电动车充电站
（ SP KL U ） ， 让 直 至 2 0 2 1
年底当地的SPKLU总共有
9座。
国电中爪省配电公
关经理菲尼（Fenny
Nurhayati）昨日在泗水
称，拟建的4座SPKLU，其
中两座设在茉莉芬Saradan
高速公路第626A公里和
第626B公里休息区、接着
是诗都阿佐（Sidoarjo）
朱安 达（ Ju anda）国际 机
场，以及玛琅县�
A �b ���
dul�
rachman Saleh机场。

“预期新建4座SPKLU于
2021年11月开始运营，”
她说。
目前，位于东爪省的
SPKLU分布在5座地点，即
位于Embong Wungu的国电
公司办事处、PJB公司办
事处、诗都文罗国电UP3
办事处、外南梦国电UP3
办事处，以及波诺罗戈国
电UP3办事处。
菲尼解释，国电增建
SPKLU项目来应对我国
于2030年的电动车数量
剧增，即电动汽车220万
辆以及电动摩托车1300
万辆。

Serasi V号轮船从巴丁班港

将700辆汽车运到勿老湾港
【安塔拉社雅加达
讯】交通部海运总局
交通和海运处处长穆
根（Mugen Sartoto）
称，Serasi
V号轮船
从西爪省巴丁班（Pa�
timban）港，将700辆
汽车运送到苏北省勿老
湾港。
穆根于昨日在发布书
面声明时说：“轮船周
二24.00时起航。”
运 载 的 数 百 辆 整
装车大部分是丰田阿
斯特拉汽车（Toyota
Astra Motor）公司制
造的，同时标志着巴
丁班—勿老湾—巴淡
航线正式通航。
他指出，Toyofuji
Serasi Indonesia公司拥
有的Serasi V号轮船运
载量800辆汽车。
此前，曾从巴丁班港
起航，已经把汽车运送到
Panjang港、坤甸港和马辰
港，但这次运载的汽车数
量比以前的更多。

“运载汽车的轮船舶
首次于2020年12月从巴
丁班港测试起航，”他
说。
穆根续说，位于西爪
省苏横兴建的巴丁班港
主要是提高国内工业，
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出口
业绩。
“巴丁班港口将提高
位于加拉璜地区的汽车
制造工业的整装车运送
效率，包括到国内外市
场，”他说。
穆根补充说，巴丁
班港地点很适中，离国
内汽车制造厂区不远。
在初级阶段，巴丁班港
的汽车码头年吞吐量2
万1800辆整装车和2万
5000表箱。
根据交通部与印尼机
动车业协会（Gaikin�
do）的联合研究结果，
巴丁班港航线赴国内
外，比如出口到拉丁美
洲、北美到非洲国家的
汽车运送量提高。(er)

她进一步说，国电还
为企业家提供了合作机
会，以在2021年在全国
范围内参与101座SPKLU
建设项目。
菲尼说，国电正在为想
要加入该行业的投资者，
此前，国电公司商务和
客户管理总监鲍勃（Bob
Saril）称，鉴于电动汽车
销量增长的趋势，经营
SPKLU 的前景非常明朗。
2020年，电动汽车销量
增长46%，这与传统汽车

销量下降14%成反比。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
明，我国人民对电动汽车
的兴趣将高于东南亚地区
其他公民的平均愿望。
根据能源与矿产资源
部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
国内电动车辆的潜在数量
是电动汽车220万辆，以
及摩托车1300 万辆，而
SPKLU共有3万1859座。
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
车的数量将使燃料进口减
少约600万千升。(er)

简讯

我国央行表示

2021年6月我国加密资产投资者数量达650万名
【Bisnis.com雅加达讯】在价格大幅
上涨后，2021 年上半年我国的投资者
和加密资产交易数量继续增加。
根据每半年发布的
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
行/BI) 金融稳定研究
（KSK）报告，到2021
年6月，加密资产投
资者的数量料将达约
650 万名。
该数目超过股票市
场上达到约 240 万
名的投资者数量。然
而，该数目的准确性
并不完全可靠。
加密资产投资者数

量的增加与 2021 年
3 月加密资产价格的
大幅上涨是一致的。
当时，交易量最大
的加密资产类型的比
特币价格已达到最高
水平，每个芯片 8.5
亿盾，比2020 年 12
月上涨 100% 以上。
央行认为，加密
资产交易对金融系统
稳定性的影响仍然
有限，但需要持续监

控。
加密资产价格在
相当短的时间内大
幅上涨会鼓励投资
者，尤其是新手投
资者投资加密资产
的行为。
央行在其报告中
写道：“鉴于加密资
产的特点是资产价格
波动较大，而没有任
何基础交易，这使得
投资加密资产产生的
风险或潜在损失也较
高，因此这种情况需
要引起注意。”
据央行说，有几
个潜在的风险需要持

续监控。第一，即在
没有基础交易的情况
下，资产价格波动带
来的市场风险，以致
难以进行估值。
第二是贷款风险，
如果公众用于投资的
资金来自金融机构的
贷款。
第三，去中介化的
风险与将资金用于加
密资产投资目的的转
变相一致，这可能会
影响减少对实体部门
的融资，尤其是在交
易价值显著增长的情
况下。
因此，央行认为

需要不断提高对投资
加密资产可能产生的
特征和潜在损失的认
识。
央行还强调，央
行对加密资产的政策
立场保持不变，即根
据有关货币的2011年
第7号第21条法律，
即禁止在我国境内将
加密资产作为法定货
币。
“央行将继续密
切关注加密资产和其
他支付系统创新的
发展，以维护支付系
统和金融系统的稳
定。”（asp）

综合指数上升65点至6481.769点

1美元兑14222盾
雅京银行荣获GRC领导人奖项
图为周四（7/10），雅加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在雅加达荣获《Top
Business》杂志“治理、风险和合规（GRC）# 4 star”类型奖项。同时，该银行也荣
获“最忠诚的治理、风险和合规（GRC）领导人”奖项。该奖项是对雅京银行以综
合方式实施良好的公司管理（GCG）、风险管理和合规性以支持可持续业务增长，
尤其是在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赞赏。（商报/Hermawan摄）

BCA 举办2021年第十届印尼知识论坛

在数字时代之印尼经济增长展望
【雅加达本报讯】中
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
举办2021年第十届印尼知
识论坛 (IKF)，主题为“
迈向商业复苏：通过知识
加速经济复苏”。
IKF 是 BCA 的年度讨
论议程，呈现了来自各行
各业的演讲者，讨论最新
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数
字经济方面。
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
赵时建（Jahja Setiaatmadja）虚拟主持印尼知识
论坛开幕式。
赵时建表示，BCA 很
自豪能够重新举办印尼
知识论坛。 这项活动是
BCA 承诺始终通过创造
力、乐观和创新为印尼
人民提供灵感和知识的
一种形式。 2021年第十
届印尼知识论坛有数十
位鼓舞人心的演讲者，
他们将就大流行期间和
2022 年的印尼经济增长
发表看法。”
出席此次论坛的有卫
生部长布迪·古纳迪·沙
迪京（Budi Gunadi Sadikin
）和贸易部长鲁特菲
(Muhammad Lutfi)。
在该节目上，卫生部
长布迪·古纳迪·沙迪京
表示，冠状病毒不会在
近期内结束。 在以“大
流行期间保持卫生与经济

图为，周四（7/10）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赵时建，贸易
部长鲁特菲(Muhammad Lutfi) 和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
沙迪京（Budi Gunadi Sadikin ）在虚拟地出席2021年第十届
印尼知识论坛的情景。（商报 /Max Manuhutu攝）
的权衡”为主题的讨论会
上，卫生部长呼吁各方在
应对这一大流行病时相互
支持。
他说 ：“大流行已经
影响了全球经济危机，因
为限制了肢体接触，实际
上，肢体接触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关键活动。 我们
必须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冠
状病毒的大流行。”
与此同时，在另一场
讨论会上，贸易部长鲁
特菲表示，数字经济将
成为印尼未来的主要增
长点之一。
鲁特菲说：“到2030

第4版

印尼金融 MONETER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年，印尼数字经济的交易
额将达到4500兆盾。”
数字经济对经济有
很强的影响。 数字经
济基于产生创新的技
术。此外，贸易部长希
望印尼的年轻一代能够
创造创新并充分利用技
术。
2021年第十届印尼知
识论坛的举办不仅将进行
经济讨论，还将开展各
种其他活动，例如经济参
与者的虚拟网络休息室以
及对金融、投资和技术领
域的行业参与者的虚拟展
览。（max）

印尼股市行情

10月8日

【本报讯】周五
（8/10）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
升53.234点或0.83%
，至6469.630点。但
在下午收盘时，却上
升65.373点或1.02%
，报收于6481.769
点。 LQ-45指数上升
15.63点或1.69%，报
939.883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370.73点或1.34%
，报28048.94：香港
指数上升136.12点或
0.55%，报24837.85
；上海指数上升24点
或0.67%，报3592.17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9.03点或0.29%，报
3110.18。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440904次，有284
亿17316104份股票易
手，总值15兆6033亿零
零79万6832盾。涨价的
股有308种，落价的股
有212种，233份持平。
外资净购2兆4217亿
5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TECH（Indosterling
股）涨价1225盾，现
价8200盾；ITMG（印
多矿业公司股）涨价
975盾，现价2万4850
盾；BBCA（中亚银行
股）涨价650盾，现价3
万6450盾；ASSA（Adi
Sarana Armada股）涨价
510盾，现价389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HRUM(Harum
能 源 公 司 股 ) 落 价
425盾，现价7825
盾；SUPR（Solusi Tunas
Pratama股）落
价375盾，现价1万
4850盾；DCII（印
尼DCI股）落价325
盾，现价4万6125
盾；BYAN（Bayan能源
公司股）落价300盾，
现价2万8700盾。
盾币贬值5盾
周五，雅加达银行
间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222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4217盾，盾币贬值5
盾。（asp）

静候美国非农就业报告
金价持稳
静候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一些分
析师预期若数据强劲将巩固对缩减刺
激规模的押注，并引发金价进一步下
滑，金价周五持稳。
0657GMT，现货金涨0.1%至每盎
司1,757.30美元，美国期金几无变
动，报每盎司1,758.20美元.
现货白银下跌0.4%
至每盎司
22.48美元。
铂金上涨0.6%至984.89美元，本
周上涨1.5%。
钯金上涨0.4%至1,967.42美元，
有望实现五周来首次周线上涨，涨幅
超过3%。

供给吃紧带来助益
油价攀升
因有迹象表明一些行业已开始
从高价的天然气转为使用石油作
为燃料，而且市场怀疑美国政府
是否会暂时释放石油战略储备，
油价周五上涨，本周可望收升
4.5%。
0503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跳涨
0.93美元或1.1%，至每桶82.88美
元。
美国原油期货涨1.02美元或1.3%
，报每桶79.32美元。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原油触及
79.78美元的近七年高点，而布兰特
原油触及83.47美元的三年高点。

能源价格高涨带来助力
澳元升破阻力位
因为全球市场的情绪稍稍解冻，
且能源价格高企增强商品货币的魅
力，澳元周五终于突破阻力位升至三
周高点。
这帮助澳元升至0.7324美元，并
突破了自9月中旬以来一直保持的主
要技术障碍0.7305/16美元。现在阻
力位在0.7348美元、0.7375美元和
0.7408美元。
新西兰元略升至0.6940美元，在
过去一周走势震荡，先是测试0.6980
美元阻力未果，然后从0.6876美元的
支撑位反弹。

美国股市大幅收高
美国国会债务上限僵局有望暂
告段落，缓解了对本月可能出现政
府债务违约的担忧，美国股市周四
大幅收高，大型科技股引领大盘普
涨。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98%，
收于34,754.94点；标普500指数
上涨0.83%，收报4,399.76点，
纳斯达克指数攀升1.05%，收报
14,654.02点。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2021年10月8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亚股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28048.94
2956.30
24837.85
3592.17

涨 370.73
跌
3.16
涨 136.12
涨 24.00

欧股
英国FTSE
7081.78
涨
德国DAX
15213.97
跌
法国CAC
6585.90
跌
荷兰AEX
772.91
跌
Http://tw.stock.yahoo.com 8/10/2021

3.74
36.89
14.29
4.27
15:38

美股
道琼工业
34754.94
涨 337.95
那斯达克
14654.02
涨 152.10
S&P 500
4399.76
涨 36.21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7

部门

指数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6481.77
939.88
570.59
1039.21
1145.74
1107.88
711.29
848.32
1334.72
1467.91
845.85
9345.21
974.57

波幅(%)
1.02
1.69
1.19
1.49
1.26
1.6
0.05
-0.48
0.23
1.11
0.62
0.13
1.13

黄金行情
10月8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5克金片 ：4.015.000  盾卖出 4.34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30.000 盾卖出 8.635.000 盾买进

最高盈利(Top Gain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TECH
ITMG
BBCA
ASSA
NFCX
PTSP
AKRA
INKP
SCCO
UNTR

开盘
6975
23875
35800
3380
9175
4600
4140
8350
10350
25900

最后
8200
24850
36450
3890
9550
4910
4400
8600
10600
26125

变化
1225
975
650
510
375
310
260
250
250
225

变化(%)
17.56
4.08
1.82
15.09
4.09
6.74
6.28
2.99
2.42
0.87

%
%
%
%
%
%
%
%
%
%

交易量

交易额(千)

2440000
9878300
18928700
44897300
192400
4200
20202900
18860200
600
6183600

19879097
240206707
688541690
168465692
1819175
18459
87195571
164397015
6260
160501115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HRUM
SUPR
DCII
BYAN
EDGE
MASA
SILO
ARTO
CITA
MLPT

开盘
8250
15225
46450
29000
25675
5550
8700
13125
2860
3210

最后
7825
14850
46125
28700
25400
5300
8500
12925
2700
3060

变化
425
375
325
300
275
250
200
200
160
150

变化(%)
-5.15
-2.46
-0.70
-1.03
-1.07
-4.50
-2.30
-1.52
-5.59
-4.67

%
%
%
%
%
%
%
%
%
%

交易量
28530400
28800
1000
138600
6100
59500
495000
24512100
24100
6657700

交易额 (千)
222529517
428570
46227
3991342
153097
316150
4240920
316720785
65896
21577762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8. 2021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384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
FOREIGN
CURRENCY
买进

  现钞
卖出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137.50

14287.50

14166.81

14309.19

新币

SGD

10399.61

10519.61

10430.58

10539.29

港币

HKD

1805.42

1845.42

1819.57

1837.95

日元

JPY

125.19

128.79

127.13

128.44

欧元

EUR

16293.97

16553.97

16372.58

16542.85

澳元

AUD

10284.98

10524.98

10320.52

10427.11

英镑

GBP

19204.59

19504.59

19239.94

19439.03

人民币

CNY           2163.32

2253.32

2197.05

2220.13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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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制品需求仍明朗

Indah Kiat保持生产量

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ADRO销售额提高

主要是来自出口需求
【Kontan雅加达讯】根据Adaro Energy
公司记载，在煤炭部分的商业收入提高，
特别是国外的收入。

Indah Kiat Pulp & Paper公司。
【Kontan雅加达讯】
Indah
Kiat
Pulp
&
Paper(INKP)公司称，至
今 纸制 品需求的前景很明
朗。
Indah Kiat公司副总经
理Suhendra
Wiriadinata
阐 明， 目前纸浆制品需求
可 以 说 很 好 。 “ 目 前 ��
In�
dah Kiat公司产品的需求
仍 很明朗 ，随着在市场上
纸 浆和纸 制品的新需求增
加。我们将维持2021年上
半年产量水平直到2021年
底。”
2021年上半年，纸浆
和纸制品产量从157万
吨缩减成为150万吨。这
个情况也导致销量下滑
13.02%成为85.5万吨。
其他生产方面如工业用
纸，从106万吨提高成为
108万吨。文化纸仍在72
万 吨。从 销售方面，文化
纸增加13.87%成为68.1
万 吨。但 是，工业用纸微
降1.05%成为93.4万吨。
看到这个记录，Indah
Kiat公司仍维持每种产品
部 分的配 额和生产量，就
像在2021年上半年实行的
一样。
Indah Kiat公司的销售
额比2021年上半年提高
9.45%或从14.8亿美元
成为大约16.2亿美元。而
净利从2亿322万美元提高

39.20%成为2亿8290万美
元。
今年，Indah Kiat公司
筹备3亿美元资本开支，
并已吸收了2.66亿美元。
这个资本开支来自于 内 部
现金和银行贷款。“2021
年上半年，从Indah
Kiat
公司资本开支总额已 吸 收
2.66亿美元为购买固定资
产，由内部现金和银 行 贷
款合并。”
至2021年底，Indah
Kiat公司预计从2020年销
售增长10%，净利也随着
提高。
在出口方面，Indah Kiat
公司称，继续聚 焦于 提 供
竞争利润的市场。2021年
上半年，Indah Kiat公司记
录出口占56%或比去年提
高2%。以亚洲市场成为
产品出口市场的 支柱 ， 而
本地市场44%。
亚洲市场也占Indah Kiat
公司出口销售88%，中东销
售占比4%、美国3%、非洲
2%，以及澳大利亚1%。
“ 2 0 2 1 ������
年 上 半 年 ��
In�
dah Kiat公司出口销售占
比55.5%，比2020年同期
54.4%有所提高。以很好
的出口市场吸收率，Indah
Kiat公司将继续聚焦于提
供竞争利润的市场， 通 过
产品组合策略，和目 的 国
组合。” (lcm)

MYOH正在进行研究

计划兴建镍冶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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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上半年的
Adaro
Energy公司财务
报告，煤炭第3方部分出
口市场的销售增长比去
年同期的9.6458亿美元
增长21.88%成为11.7亿
美元。而在国内市场的
销售同比提高7.8%成为
3.0459亿美元。
日前，Adaro
Energy
公司公共关系经理菲帕
丽雅蒂.纳迪拉（Febriati
Nadira）对记者称，2021
年上半年，Adaro Energy
公司向东南亚市场销售
的煤炭达22%，其中向
马来西亚的销售量最大。
“向中国的销售份额
提高成为20%，与中国
对冶金（metalurgi）和动
力煤（batubara termal）
产品需求提高并行。”
受到固定的需求支
撑，E4700和E4900产品
仍支配Adaro Energy公司
的煤炭销售。
根据季度运作报告，

有关2021年第2季的业
绩，Adaro Energy公司经
理部看出，动力煤市场
受数项因素支撑。其中
供夏天的储备，水力发
电业绩下滑和亚洲东北
区的燃气价格上涨，以
及在中国的动力煤发电
站需求增长大约10%。
从4月至6月期间，
中国严控供应量的同时
煤炭进口量呈强势。中
国对澳洲煤炭间接的禁
令，造成对我国煤炭需
求偏高的影响。中国需
求提高也推动我国的煤
炭价格，在2021年第2季
几乎每周上涨。
2021年第2季，海洋冶
金煤炭市场获得中国市
场或中国外市场的强大
支持。这受到政府刺激
（stimulus）创造最高纪
录，以及再打开全球经
济活动，以致推动全球
钢铁生产量提高，而中
国站在最前线。

这是由于中国投资住
宅区（realestat）迅速增
长。不只在中国，其它
数个国家的钢铁生产量
也提高，如日本、印度
和韩国。
澳洲煤炭向中国的常
规交易，开始被美国/加
拿大向中国的煤炭出口
提高平衡。美国向中国
的出口受到显著和持续
不断的价格套利，因中
国对澳洲煤炭发出的禁
令。因此该期间的冶金
煤需求非常稳定。
她强调说，Adaro
Energy公司将持续随
着市场发展和保持卓
越运营（operational

excellence）供应客户需
求。“长期性基本的煤
炭市场受增长支持，尤
其是东南业和南亚的前
景仍明朗。”
当被问及将增加的
新市场，她回答说，至
今，Adaro
Energy公司
仍保持向东南亚区、中
国、东亚、印度和新西
兰出口。
2021年上半年，Adaro
Energy公司煤炭销售比例
仍受到国内市场的支配。
细节是向我国市场销售占
28%，接下来东南亚22%
，中国20%，东亚18%，
印度10%和其余向新西兰
销售。（sl）

Adaro Energy（ADRO）公司煤炭的收入有所提高，特别是
来自国外。

推动新咖啡店业务发展

Toffin Indonesia提供Allegra咖啡机
【Kontan雅加达讯】
Toffin
Indonesia推出实
惠价格的咖啡机以助推
咖啡工业发展。Toffin
Indonesia推介廉价的
Allegra品牌咖啡机。
Toffin Indonesia营销经理
Indah Novyanti说，Allegra
有三种型款，即Allegra
Uno供单组的、Allegra
Doppi a供双组的，和高档
型款Allegra Lyra。
希望通过推出这些最新
咖啡机能帮助企业家实现
新咖啡店的业务。
据她说，咖啡机是咖啡
店运作的核心。为购买高质
量的咖啡机，企业家必须花
更多钱。因此，开设咖啡店
业务的障碍之一，就是一台
咖啡机的价格很贵。
“他们最终寻找廉
价的机器但质量不理
想。Allegra是廉价产品的

解决方案，而且拥有商业
的功能。”她如斯说。
她认为，若选择Allegra
机器能获得到四个优点。
第一，这台机器是在意
大利制造的，以优质咖
啡机而闻名。第二，从
Toffintin提供一年组件保
修和保证书。
第三，企业家将免费
获得咖啡师培训和适用菜
单。第四，企业家有机会
获得特价的咖啡研磨机。
与此同时，咖啡影响
者Viki
Rahardja称，廉价
咖啡机能使我国咖啡店
业务复苏。以更小型尺
寸，Allegra Uno和Doppia适
用为想参与云厨房(cloud
kitchen)的企业家。
企业家不需要实体商
店就可以开业。他们仅
进入各种在线送货平台到
具有广泛网络的电子商务

(e-commerce)。“在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许
多咖啡店开始缩紧腰带为
压低运营成本。Allegra机
器可成为一个选择，无需
花费大笔金钱和空间就可
以创业。”
Toffin Indonesia是商业
解决方案服务公司，从事
酒店、餐厅、咖啡店领域
的产品和服务，并代理和
营销高档品牌，如浓缩咖

啡机、手动冲泡设备、咖
啡研磨机、水过滤器、冰
淇淋机，到糖浆、粉末、
棕榈糖等混合饮料的原
料，到浇料。
随着工业发展，Toffin
业务类型也改变，适合
市场趋势和需求，以及
提供业务解决方案，其
中是商务咨询、菜单开
发、产品培训，和售后服
务。(lcm)

Toffin推介廉价咖啡机Allegra。

我国鞋子工业 有机会获中国大量订单
Samindo Resources公司矿场一瞥。
【Kontan雅加达讯】
目 前 ， S a m i n d o
Resources（MYOH）公司
正 研究 数项投入镍矿业的
计划。
日前，Samindo
Re�
sources公司投资者关系经
理阿赫玛德.萨吉.纳特希
尔（Ahmad Zaki Natsir）
阐 明，目 前，公司正对镍
工业进行研究的阶段。
萨吉对记者称，为此，
还 不能预 先公布该工程建
造 时间的 信息。“因为上
述 工程对 我们来说是新鲜
事项，因此，我们希望
能先研究镍工业有关事
宜。”
他补充说，目前，正聚
焦 于研究 镍冶炼厂计划和
镍 衍生产 品工业，除此之
外 。将来 的投资数字，将
确 定与符 合现有的需求和
计划。
此前，Samindo
Re�
sources公司经理吉尔贝
特.玛科斯.尼萨比（Gil�
bert Markus Nisahpih）声
明 镍冶炼厂建造计划。他
声 称，公司管理部尝试实
施 回收策略，鉴于工业开
始趋向清洁能源。
他坦言，这并不容易，
因 为其它的绿色能源还不
能 替代煤炭的角色。“与
地热比较，依然是煤炭

的3倍，还有举例风力能
源、太阳能源，还有 海 浪
能源，我认为并不容 易 取
代煤炭作为能源的主 要 角
色，但是，我们的企 业 将
鼓励进入绿色企业。”
他续称，Samindo Re�
sources公司的选项，即
发展镍商品。Samindo
Resources公司计划将建
造混合氢氧化物沉淀物
（Mixed Hydroxide Pre�
cipitate/MHP）冶炼厂和
硫酸镍（Nikel Sulfat）冶
炼厂。
他解释说，将来，镍将
成为制造电动车电池 的 原
料。除此之外，能源 和 矿
物资源部（ESDM）也大力
推动探索镍领域。以 我 国
的潜在蕴藏量，Samindo
Resources公司做好准备迎
接既有的商机。
吉 尔 贝 特 确
定，Samindo
Resources
公司已做好数项准备工
作。“如今，我们已 进 行
沟通，有数个镍矿可 能 成
为我们收购对象和联 营 合
伙者，我们也计划， 将 兴
建新冶炼厂。”
他续称，Samindo Re�
sources公司也已与数位专
家和有经验者进行协 调 ，
有关该镍冶炼厂的建 造 计
划。（sl）

【Bisnis雅加达讯】随
着 中国 严 控电 力 供应 ， 对
中国制造生产力造成影
响 。 我 国鞋 子 工业 有 机会
获得中国的大数量订单。
日前，印尼鞋子工业
协会（Aprisindo）执行经
理菲尔曼.巴克利（Fir�
man Bakrie）称，我国曽
从 缅甸 和越 南 接到 大 量的
订单，那是因为上述2个
国家的国内局势所致。
以上订单对2021年1月
至7月期间的鞋产出口业
绩 带 来积 极影 响， 此 外工
业 扩展 导 致销 售 同比 提 高
大约14%。“也有可能中
国 将 下订 单， 但我 们 还不
能 预测 有 多少。 当 缅甸 和
越南 生产 受 阻时， 我们 同
时扩展致使订单增加。”
虽然如此，他预测鞋子
工 业并 不 会自 然 而然 接 受
大 量的 订 单， 因为 一 部分
原 料也 由 中国 供 应 。 但该
国 家的 能 源短 缺， 也 影 响
新合同原料供应的风险。
“供应现有的订单是没
有 问题 ， 但是 ， 随之 而 来
的 新合 同可 能受 阻。 其 影
响 能好 像疫 情初 期 中国 封
区 的情 形 ，以 致 ，我 们 必
须持观望态度。”
鞋产出口业绩暂时显
示超过 指 标的 增 长。 鞋 业
业者乐观表示，2021年
的出口额能超过2018年
数额突破51亿美元。“
目 前的 增长 率， 已超 过 此
前的预期，即12%。但

2021年1月至7月期间，
已达到14%和9月至12月
的运输已是旺季（peak
season）。”
2021年1月至8月期
间 ， 向中 国 出口 统 一编 号
（HS）64的鞋产总值达
到5.6027亿美元，比去年
同期的5.0251亿美元提高
11.5%。（sl）

鞋厂工人正在生产鞋子的情景。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印尼社会新闻 BERITA SOSIAL

拿破仑·波拿巴成狱霸

律师：他威胁要除掉汤米·苏马尔迪

图为汤米·苏马尔迪

【点滴新闻网讯】行贿嫌疑人佐科·
詹 德 拉通缉令撤销案嫌疑人汤米·苏马尔迪
在刑事案件调查局监狱里遭到狱霸拿破仑·
波拿巴恐吓威胁。拿破仑威胁要杀汤米。
本周五，国家警察刑
案调查局局长阿古斯·
安德利安托对《点滴新闻

网》说：“我们正在调查
此事。”
与此同时，刑案调查

局一般刑案调查分局局长
安迪·理安·查雅迪说还
未接到汤米报警。接警后
一定会处理。
本周四，汤米·苏马
尔迪的律师迪翁·彭科尔
对《点滴新闻网》说：
“据汤米先生说，拿破仑
通过他人威胁要杀他，是
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遭到
威胁的。”
迪翁说汤米只是遭到
威胁，没有被动粗。拿破
仑认为自己被抓都是汤米
害的。拿破仑让汤米照他
的话做，把话录下来。
当时汤米都说了些什
么尚不清楚。迪翁也还没
有听完该录音。
迪翁说：“汤米在威
胁下照做了，可是这改变
不了庭审真相，还是被判
有罪。”

汤米·苏马尔迪现被
关在苏卡米斯金监狱。汤
米告诉律师自己在刑事案
件调查局监狱里遭到拿破
仑·波拿巴恐吓威胁。
迪翁说：“我们立即向
南雅加达检察院提出转监
狱要求。汤米被关在刑案
调查局监狱两天后被转到
别的监狱。当时汤米都无
法入睡，狱友都会跑来跟
他说‘小心被杀了’。”
迪翁说拿破仑·波拿
巴在监狱里的影响力很
大。拿破仑在其他囚犯
的帮助下对一位涉嫌亵渎
伊斯兰教案的囚犯穆罕默
德·凯希进行暴打，还把
粪便涂在对方的身上。
迪翁接着说：“拿破
仑可是两星警衔警官，没
有囚犯敢反抗。他还没被
开除警籍。”(cx)

茂物市青少年当街被砍死凶手已抓获

图为砍死青少年的凶手和凶器。

【liputan6新闻玩讯】
西爪哇茂物市一名青少年
被砍死案凶手已被警方抓
到。本周三晚上10点半左
右，被害人理兹基·穆利
雅·普特拉（18岁）在路
边被人砍死。
本周四，茂物市警察局局
长苏萨迪奥·普尔诺莫·贡
德罗说：“我们在短短77个
小时内抓到凶手和帮凶，是
两个17岁和18岁的男子。”
该两名嫌疑犯被刑警从

家中带走，刑警在家中搜
到多把巴冷刀。两人已被
刑拘，而另4名当时也在
场的男子接受调查。
事发前，被害人和朋
友在路边闲聊，突然有几
名骑摩托车的男子靠近他
们，被害人和其中一人发
生口角，另一人拔出巴冷
刀直接向他的头部砍去，
被害人倒地不起，血流满
地，当场死亡。被害人砍
人后立即逃离现场。(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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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格朗市涵洞里惊现5具尸体

疑因吸入毒气而死

本周四下午5点左右，涵洞里的尸体被抬出来。
【罗盘新闻网讯】本周
四 晚上 ， 万丹 省 丹格 朗 市
芝 本多 区 塔曼 罗 亚尔 路 涵
洞里惊现5具尸体。这5个
人 疑因 吸 入有 毒 的天 然 气
而死亡。
一名目击者讲述，当时
有一个人掉进涵洞里，有两
个人下去想要把那个人救出
来，结果迟迟都没有出来。
最 后有 人 把他 们 拉出 来 ，
发现他们都已经死亡。
接警后，警察赶到事发
地 点， 拉 起警 戒 线。 警 察
对 这三 具 遗体 进 行检 查 ，

然后运往医院。
芝本多区警察局长乌拜
迪 拉在 事 发现 场 说， 暂时
推 断他 们 死于 毒 气， 他们
身 上都 没 有伤 痕 。涵 洞里
可能有毒气。
丹格朗市赈灾局在几个
小 时后 接 警说 涵 洞里 还有
两 具尸 体 。接 警 后， 工作
人 员赶 到 现场 ， 先把 水泥
路 面砸 开 ，再 把 涵洞 里的
水 抽去 来 ，工 作 人员 戴着
氧 气罩 进 去涵 洞 把两 具尸
体 抬出 来 。这 两 名死 者的
身份尚不清楚。(cx)

马杜拉岛村民动用私刑

活活烧死一名小偷

犯罪后逃亡军人绑架暴打村民

北苏门答腊省警察厅下发逮捕令

图为丹尼尔·根汀（左）和受害者。
【tribun新闻网讯】北苏
门答腊省警察厅长潘查·
普特拉·希曼云塔克下令
逮捕一名绑架和虐待他人
的前军人。这位名字叫丹
尼尔·根汀的军人已被开
除军籍，他在德里-塞尔朗
县帕顿巴克镇绑架和暴打

一名当地居民。
丹尼尔以前在斯利维查雅
军区（Kodam II/Sriwijaya）
服役，是一名初级士官。丹
尼尔因为怀疑一位名字叫凡
迪·瓦尤迪的男子是警方
缉毒情报员而将其绑架和
虐待。

本周四，北苏门答腊省
警察厅长命令一般刑案调查
局长逮捕丹尼尔·根汀。
最后斯利维查雅军区就
此事发声。斯利维查雅军
区新闻发言人佐诺·马尔
佐诺上校称丹尼尔·根汀
不再是国民军士兵，已被
开除军籍。
本周三，佐诺说：“今年
7月15号，丹尼尔·根汀被
居港市军事法院判有罪，被
判刑一年半和开除军籍。”
最高法院官方网站写
道：“若被找到或被抓到
就将被告人拘留。”
丹尼尔至今还逍遥法
外。他逃到德里塞尔朗县比
鲁比鲁镇纳摩索罗村家乡。
丹尼尔在逃亡期间为一位名
字叫安迪的毒贩撑腰。丹尼

尔和安迪绑架一位名字叫凡
迪·瓦尤迪的兰塔桑巴鲁村
民，他们怀疑凡迪是警方情
报员。他们把凡迪带到丹那
卡罗县查朗乌达村，然后把
他扔进悬崖。
凡迪大难不死。本周
三，凡迪在家人陪同下到武
吉巴里杉宪兵总部报警。凡
迪的左眼严重受伤。
凡迪的母亲对记者说：
“我们去过德里塞尔朗县
警察局报警，但警方说丹
尼尔还是国民军士兵。因
此我们来到武吉巴里杉宪
兵总部报警。”
记者发现凡迪被穿着便
衣的宪兵问话，然后让他和
家人去见一位穿着军服的男
子，对方拿了几张文件给他
们看。(cx)

疑似小偷被群众活活烧死。
【iNews新闻网讯】
本 周二早上，东爪哇马都
拉岛庞卡兰县关亚尔镇杜
维克布特尔村一名身份不
明男子被村民活活烧死，
警方已介入调查。警察已
经进行现场勘查和询问许
多人。
疑似小偷的男子被活活
烧 死视 频 和图 片 在社 交网
络 上流 传 。视 频 中， 村民
在 一片 空 地放 火 烧该 男子
和 他的 摩 托车 ， 男女 老少
围观。
该男子的身份终于知
晓，是庞卡兰县帕尔斯

村民。警察在案发现场
发现男子的手机后得知
他的身份。
本周三，庞卡兰县警
察 局刑 案 调查 组 主人 希 基
特 ·努 尔 希约 · 戴维 约 格
说 ：“ 家 属也 证 实那 具 被
烧焦的尸体是他。”
经调查后，警方发现该
男 子是 盗 窃惯 犯 ，已 有 两
次坐牢。
希基特说，我们正在调
查 村民 是 不是 因 该男 子 偷
窃 而放 火 烧他 ， 动用 私 刑
是 违法 的 ，会 被 追究 法 律
责任。(cx)

孕妇疑似被医务人员言语侮辱 雅加达副省长表示正在调查中
【罗盘新闻网讯】雅加
达特区一名医务人员疑似
言语侮辱孕妇，雅加达副
省长艾哈迈德·理查·帕

特利雅表示正在调查是否
真的有此事。
据安塔拉通讯社10月
8日报道，理查说：“如

果真的有发生这种事，我
们会感到遗憾。希望这件
事不是真的。但如果医务
人员真的有做出这种事的

话，那将受到惩罚。”
上周六，一名TikTok用
户发短视频说一名医务人
员对正在怀孕的 亲 戚 进 行

言语侮辱。医务人员对
孕 妇 说 没 有 丈 夫 陪 伴 就不
能使用BPJS。不仅如此，
医务人员还对孕妇说：

“ 你和几个男生发生过性
关系？”真是让人气愤，
医务人员竟对病人说出这
种话。(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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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核动力潜艇在南海国际水域撞上不明物体 日本千叶地震已致52人受伤

十余人受伤
【央视新闻】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月7日报道，美国一艘核动力潜艇2日在
南海国际水域撞上一不明物体，造成多人受伤。

美国一艘核动力潜艇2日在南海国际水域撞上一不明物体，
造成多人受伤。

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
7日发布的声明，美国海
军“康涅狄格”号核动
力潜艇10月2日下午在
印度太平洋地区国际水
域潜航时撞到一不明物
体，造成潜艇颠簸，潜
艇上人员受到擦伤，但
并无严重伤情，潜艇的
核动力装置也没有受到
影响，仍在正常运行。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声
明中表示，将对该事件进
行调查，评估损害程度，
但并没有提到需要向其他
机构请求帮助。据路透社

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
国官员的话说，这起事件
发生在中国南海国际水
域，事件造成不到15人受
轻伤，有2人的伤势被列
为“中度”。
“康涅狄格”号目
前依靠自身动力驶往关
岛，以接受进一步检
查。美国太平洋舰队表
示，目前还不清楚这艘
潜艇撞击了何物。
“康涅狄格”号是
一艘海狼级核动力快速
攻击潜艇，在1997年下
水，1998年开始服役。

土耳其欲从美国购入40架F-16战斗机
【路透社】消息人士
称，土耳其已向美国提出
购买40架F16战斗机和近
80套现有战机的现代化套
件的请求。

据悉，这笔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交易仍在通过美国的
外国军售程序，该程序需要
得到国务院和国会的批准，
国会可以阻止交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说：“作为一项政策，国
务院在正式通知国会前对
拟议的国防销售或转让作
出确认和评论。”

此前，土耳其曾订购
100多架F-35战机，但在
2019年获得俄罗斯S-400
导弹防御系统后被从该项
目中剔除。

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必须向前发展以应对未来挑战
示，全球 货 币 和 金 融 体 系
必须向前发展，以应对
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
气候变化和数字货币等
未来挑战。
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
姆在对一家外交政策智库
发表演讲时，提出要加强
国际合作，以建立一个长
期有利于包括新兴市场经
济体在内的所有经济体的
体系。
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
【路透渥太华】加拿大 够处理，甚至促进未来过渡
央行总裁麦克勒姆周四表 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麦克勒姆说，他强调了向
净零排放的过渡以及可能
的货币体系数字化。
麦克勒姆指出，在过
去的十几年里频繁出现全
球压力事件。当面对这些
冲击时，新兴市场已经转
向资本管制和外汇干预等
措施。
麦克勒姆说，虽然在某
些情况下，这些措施是合
理的，可能是有效的，但
它们也可能破坏深度和流
动性强的国内金融市场的
长期发展。

“需要适当的防护，以
确保短期行动不会妨碍所
需的发展。否则，短期就
会变成长期。”
麦克勒姆还指出，全球
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带来
了巨大的利益，但也会传
播和放大压力。
“我们在新观疫情冲击
期间共同面临的考验以及
未来面临的挑战，突出表
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将注意
力集中在该系统应该向何
处去以及我们如何到达那
里，”他说。

世卫组织启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
【央视新闻】当地时
间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宣布启动全球新
冠疫苗接种战略，希望
年底前为全球各国40%的
人口接种新冠疫苗，明年
年中为全球70%的人口接
种新冠疫苗。该战略需要
至少 1 1 0 亿 剂 新 冠 疫 苗 ，
现在全球每月平均生产

近15亿剂新冠疫苗，
若能公平分配疫苗，将
有足够疫苗实现这一战
略。根据世卫组织统计
数据，截至今年9 月 底 ，
全 球 已 接 种 了 超 过 60亿
剂新冠疫苗。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
更新其新冠疫苗接种目
标，按世卫组织战略公

平分配疫苗。其中，疫
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应
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交换疫苗，来提
高急需疫苗的国家的疫
苗覆盖率，已承诺为“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分享疫苗的国家则
应在近期履行其承诺。
疫苗厂商也应优先考虑

并履行“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相关合同。
此前，世卫组织曾设
定了新冠疫苗接种目标，
希望今年9月底前各国能
为1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
苗，但目前仍有56个国家
和地区未能完成该目标，
这些国家大部分位于非洲
和中东。

三星电子称第三季获利或劲增28%创三年高位

三星估计，其7-9月的利润为15.8万亿韩元(133亿美元)。
【路透首尔】韩国三星
电子周五表示，第三季营
业利润可能跳涨28%至三
年最高，得益于记忆体芯
片价格上涨以及其新款可
折叠手机旺销。
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器
芯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估
计，其7-9月的利润为15.8
万亿韩元(133亿美元)，略

低于路孚特SmartEstimate预
估的16.1万亿韩元。这是
自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
最高季度利润。
“移动业务的营业利润
率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Cape Investment & Securities
的分析师Park Sung-soon说。
“我们必须看到营销成本，
以及三星各类产品的销售

情况。”
分析师说，内存芯片价
格和出货量的上升，加上
三星的芯片代工业务盈利
能力跃升，可能使芯片部
门的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约79%。半导体在
今年上半年占到了三星营
业利润的一半左右。
三星股价在其初步财报
发布后缩减稍早的涨幅，
在早盘交易中上涨0.7%
。该公司将在本月晚些时
候公布详细的财报。
今年迄今为止，该股已经
下跌了约12%，而韩国综合
股份指数.KS11则上涨3%。
分析师表示，三星第四
季度的营业利润预计将与第
三季度相近或略低于第三季
度，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封锁
的缓解，个人电脑中使用的
内存芯片价格预计将从第四
季度开始下滑，而智能手机

的出货量也可能下降。
明年的一个亮点预计是
三星的芯片代工业务，该
公司周四宣布计划在2022
年上半年开始生产尖端的
3纳米芯片设计。
分析师表示，对于三星
的移动业务来说，一个月
内200万部新旗舰智能手
机的估计销售量显示，其
可折叠手机的需求比去年
占据了更多的大众市场。
然而，这很可能被营销
成本和全球芯片短缺导致
的组件成本上涨所抵消。
分析师称，由于主要客
户苹果在9月底推出iPhone
13系列之前加大了订单
量，三星的显示屏部门的
业绩可能稳健。
三星在一份监管文件中
称，第三季营收可能同比
增长约9%，达到创纪录
的73万亿韩元。

特斯拉计划将总部从加州迁至德州奥斯汀

特斯拉计划将其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帕洛阿尔托搬
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路透旧金山】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Elon
Musk)周四表示，这家电动
汽车制造商计划将其总部
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帕
洛阿尔托(Palo Alto)搬到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在那
里它正在建造一个大规模
的汽车和电池综合工厂。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
们 将把 总 部搬 到 德克 萨斯
州 的奥 斯 汀， ” 马斯 克在
德 州工 厂 举行 的 公司 年会
上说。

“这并不是说，特斯拉
要离开加州，”他并称，特
斯拉计划将加州工厂和内华
达工厂的产量提高50%。
他说，尽管如此，加州
弗里蒙特工厂还是 “很拥
挤 ”， 而且人 们 在加 州购
房有困难。
马斯克与加州的关系有
时很不稳定，例如，在因新
冠而关闭特斯拉在加州弗里
蒙特的工厂的争论中，他威
胁要将特斯拉总部和未来的
项目搬到德州。

日本千叶县西北部7日22时41分左右发生5.9级地震。
【新华社东京】日本千
叶县西北部7日22时41分
（北京时间21时41分）左右
发生5.9级地震，据日本相
关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本次
地震已造成52人受伤。
8日凌晨，日本气象厅地
震海啸监视课课长束田进也
召开记者会，将7日晚震级
由最初公布的6.1级下调为
5.9级，震源深度由80公里
修正为约75公里。总务省消
防厅8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
示，截至目前地震中受伤的
人数达52人，至少4人重伤。
此次地震中，包括千叶
县、埼玉县、东京都、神奈
川县在内的整个东京圈震感
强烈。其中，地震给东京的
公共交通带来很大影响。8
日上午，绝大部分公共交通
线路经安全确认后恢复运
行，但因发车时刻表紊乱，
部分车次停运，车站出现
排队长龙并有限制进站的情
况。东日本铁路公司表示，

预计东京及周边地区当天
将近13万人出行会受到影
响。7日晚地震发生时行驶
在足立区的一列电车脱轨，
目前仍未修复。
地震还给城市基础设施
造成严重破坏。多地出现水
管爆裂以及漏水、断水、停
电等情况。千叶县袖浦市一
家炼油厂以及埼玉县草加市
一栋住宅楼在地震后发生火
灾，消防部门正在调查火灾
与地震之间的联系。
日本气象厅特别提示，今
后一周特别是两三天内，还
有可能发生同等规模地震，
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范。
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
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
4 级、5弱、5强、6弱、6强
和7级，共10个等级。尽管
本 次地 震 震源 较 深， 但是
东 京都 足 立区 观 测到 的震
度达到5强，是东京都自
2011年“3·11”大地震
以来首次出现5强震度。

英国9月新车销量下跌34%

至23年来最差水平
【盖世汽车】据报道，
由 于芯 片 短缺 限 制了 工厂
的产量，9月份英国新车
注册量同比下降了34%，
至214,000辆，这一数字
为过去至少23年来最差的
9月销量。
3月与9月通常是英国新
车 销量 的 旺季 ， 因为 在这
两 个月 中 ，代 表 车龄 的车
牌 会被 更 新， 消 费者 喜欢
在 此时 购 入新 车 。然 而行
业协会SMMT在一份声明
中 表示 ， 全球 性 的半 导体
短缺影响了汽车的产量。
SMMT首席执行官Mike
Hawes在声明中称：“这是
一个令人极度失望的9月，
进一步证明了COVID疫情大
流行对汽车行业产生的持续
性影响。尽管消费者在夏季
时对新车的需求强劲，但是
由于芯片供应减少，汽车行

业连续3个月都受到了供应
停滞的打击。”
SMMT表示，由于汽油
车型供应量减少，9月纯
电 动汽 车 的注 册 量创 下了
新的纪录，达到了3.2万
辆。Hawes表示，英国需
要 对公 共 充电 设 施进 行大
规 模投 资 ，以 满 足消 费者
对电动汽车的需求。
9月丰田成为了英国销
量最高 的 品 牌 ， 注 册 量
为16,840辆，同比下降
14%。起亚排在第二，销
量为16,661辆，同比提
升12%。大众排在第三
位 ， 销 量 为 1 6 , 4 3 4 辆，同
比下滑40%。跌幅较大的
品牌包括梅赛德斯奔驰(下
滑63%)、福特(下滑62%)
、沃尔沃(下滑55%)、Mini
(下滑55%)、捷豹(下滑
54%)和路虎(下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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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油糖摄入大植物比例小 美食诱惑多体力活动少

国人发胖速度令人忧
受访专家：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肥胖与代谢病外科中心主任医师 王存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 袁振芳
本报记者 张 健
近年来，不仅挺着“啤酒肚”的成人越
来越多 ， “ 小 胖 墩”也多了起来， 仿佛悄
然之间 国 人 普 遍 胖了许多。前不久 ，发表
在《柳 叶 刀 · 糖 尿病与内分泌学》 上的专
题文章指出，过去40年，中国人的超重和
肥胖率 迅 速 增 加 ，肥胖的成年人数 量增加
了4倍多，超重的人数增加了1倍多，肥胖
已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一半成人超重或肥胖
肥胖是指可能损害健
康 的异 常或过度的脂肪蓄
积，常用体重指数（BMI，
即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来评估。世界卫生组织
将成人超重定义为BMI在
25~29.9千克/平方米，30
千克/平方米以上则为肥
胖 。然 而，多项医学证据
表 明， 中国人的体脂比例
可能更高，在同样高的
BMI水平下，心血管疾病
风 险和 全因死亡率高于白
人 。因 此，中国将成人超
重定义为BMI在24千克/平
方米以上，28千克/平方
米 以上 则为肥胖。研究估
计，2015~2019年我国6岁
以下儿童超重率为6.8%，
肥胖率3.6%；6~17岁儿童
和青少年超重率为11.1%
，肥胖率7.9%；成人超
重率为34.3%，肥胖率
16.4%。这是中国首次成
人 超重 和肥胖的总患病率
超过50%，即每两个成人
中就有一人超重或肥胖。
“我的减重门诊患者越
来 越多 ，能够明显感受到
国人越来越胖了。”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
医师袁振芳表示，近几十年
来，无论是按照中国标准还
是国际标准，我国超重和肥
胖的患病率都在迅速增加。
中国慢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4
年，国人超重患病率增加了
四 成， 肥胖患病率几乎翻
了一番。7月2日，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发表在《柳叶
刀》上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从2004年到2018年，中国肥
胖人数约增长了3倍。2015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中
国的儿童肥胖人数居 全 球
第一，成人肥胖率仅次于美
国。按照中国标准，我国已
成为世界上肥胖人数最多的
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
来，我国各年龄组的平
均BMI均呈稳步上升趋
势。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 康
调研追踪20年的数据显
示，7~18岁儿童和青少年
的平均BMI从1985年的17
千克/平方米升至2014年
的19千克/平方米。全国
营养调查追踪30年的数据
显示，成年人的平均BMI
从1982年的20.9千克/平
方米增加到2010~2012年
的23.6千克/平方米。此
外，在儿童和青少年 中 ，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 男
孩超重和肥胖的患病 率 都
高于女孩。虽然从2010
年开始，中国成年人 平 均
BMI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
势，例如农村地区超 重 和
肥胖患病率快速上升 ， 男
性的平均BMI、超重和肥
胖率均高于女性。
三大因素加剧肥胖流行
“我国肥胖增长速度令
人担忧！”暨南大学 附 属
第一医院副院长、肥 胖 与
代谢病外科中心主任 医 师

王存川告诉《生命时报》
记者，肥胖被公认为一种
慢性、复发性、渐进性疾
病。一方面，肥胖会引起
50多种疾病，包括十几种
癌症；另一方面，肥胖已
成为缩短人群平均寿命的
主要“杀手”之一，正在
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更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肥胖
人数正逐年递增。流行病
学数据显示，2019年，
我国非传染性疾病相关死
亡人数中，超重和肥胖者
占11.1%，比1990年的
5.7%显著增加，超重和
肥胖已成为中国人死亡和
残疾的第六大主要危险因
素。两位专家表示，肥胖
患者数量迅速增长是一个
棘手的社会问题，成因复
杂，具体有以下几点：
系统动力因素。包括经
济增长、社会文化等在内
的系统性力量推动肥胖患
者的增长。王存川表示，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消除了
绝对贫困，让每个人都能
吃饱饭，但很多人不知道
如何健康地吃。再加上中
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美
食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加
剧了肥胖的流行。
环境因素。包括城市
化、超加工食品和甜饮料
的流行、外卖的火爆等，
使得变胖越来越容易。“
乡村肥胖率逐年攀升，与
甜饮料在乡村无处不在的
营销有很大关系。”王存
川表示，甜饮料已成为乡
村逢年过节的必备礼品之
一，人们深受影响。
个人因素。首先，过去
几十年里中国人的饮食结
构发生了变化，从1982年
到2012年，人均总能量摄
入量有所下降，但脂肪供
给的能量百分比从18.4%
增加到31.5%；从以粗
粮和蔬菜为主的植物性
饮食，逐渐过渡到西式饮

食，增加了动物性食品、
精制谷物以及高加工、高
糖、高脂肪食品的消费。
其次，国人体力活动减
少、久坐时间增加。一项
研究显示，从2004年到
2011年，男性休闲体育活
动的能量消耗下降了36%
，女性下降了44%；男
性久坐时间增加了14%，
女性增加了12%。再次，
有肥胖基因的人越来越
多，他们往往比一般人更
容易发胖，出现肥胖及相
关疾病的风险也更高。最
后，不良社会心理状况加
剧。“这一点尤其值得重
视。”袁振芳表示，社会
经济快速转型可能伴随着
越来越高的心理压力，导
致情绪、认知和行为障碍
等问题增加，也会助长肥
胖的流行。
遏制肥胖刻不容缓
“人体就像一辆载重
卡车，不同厂家、型号的
核载不同。体重超标的危
害就像卡车超载一样，超
重越多，损害越严重，使
用期限也就越短。例如，
当核载5吨的卡车超载3~5
吨时，看似仍然能正常行
驶，实际上已经损害极
大；如果超载10吨，卡
车可能随时面临报废的风
险。”王存川表示，肥胖
可防可控，但如果不尽早
采取有效措施，肥胖将成
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
大问题，按照现有趋势，
再过十几年，中国很可能
重蹈欧美国家的覆辙，即
很多二三十岁的壮年男性

会因肥胖不能走路、工
作 ，造 成 社会 资 源浪 费 。
因 此， 预 防和 控 制肥 胖 的
流行刻不容缓。
两位专家建议，预防和
控 制肥 胖 必须 从 政策 、 社
会 、医 疗 和个 人 等方 面 综
合着手：
1.制定并实施相关国家
标 准和 指 南， 以 支持 人 群
和 临床 层 面的 肥 胖筛 查 、
诊 断、 预 防和 治 疗， 可 将
肥 胖作 为 一种 慢 性疾 病 纳
入医保覆盖范围。
2.积极改善致肥环境。
例如，监管食品加工系
统，提供更加健康的食
物 、饮 料 和外 卖 。可 以 考
虑 对餐 饮 业和 食 品工 业 实
施 强制 性 营养 标 签制 度 ；
限 制高 能 量密 度 、高 饱 和
脂 肪、 高 反式 脂 肪酸 、 高
糖 、高 盐 的预 包 装食 品 的
生 产、 销 售和 广 告宣 传 ；
通 过城 市 规划 、 建设 社 区
公 园， 改 善健 身 环境 ， 促
使人们运动起来。
3.个人方面要做好体重
分 期管 理 ，科 学 预防 和 控
制 肥胖 ， 可参 考 以下 体 重
分期管理模式。

健康管理

推广节水淋浴喷头 收集雨水冲厕浇花

德国人用水很“抠门”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李 响

爱情婚姻

长期禁欲可导致不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中心主任 姜 辉 □毛加明
患者来信：我今年28
岁，因为性格比较腼腆和内
向，至今还没谈过女朋友，
也没有亲密接触。上大学
时，我常常自慰，严重时几
乎每天都要“动手”解决。
后来发现这样下去身体变得
比较虚弱，做什么事都无精
打采下定决心戒掉。现在我
已经一年多没有自慰了，似
乎又出现新问题，比如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感到下腹会阴
部轻微胀痛，还会莫名其妙
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而
这些问题会在我遗精后那几
天缓解。我现在也发愁，我
到底要不要自慰?
指导建议：古语有云，
食色性也。纵欲过度，比如
频繁手淫，当然会对身体和
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但
像性欲这种本能欲望，其实
是禁不住的，长时间的禁欲
也会损害身心健康：
1.诱发慢性前列腺炎。
还会导致下腹阴囊肿痛等不
适症状。前列腺是男性重要
的附属性腺器官，其分泌的
前列腺液是精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正常性生活或手淫
完成排精的过程中，前列腺
液也被一起排出体外，这有
利于维持前列腺的正常生理
功能和健康。国外还有研
究报道，适当增加排精的频
率，能降低前列腺癌的发病
率。如果男性长期禁欲，前
列腺液不能排除，就容易诱
发慢性前列腺炎，表现为下
腹部坠胀不适、阴囊和睾丸
胀痛等。
2.影响精液质量，导致
男性不育。长时间禁欲使精
子瘀滞在附睾、精囊等部
位，会影响精子质量，表现
为精子活力减弱、前向运动
的精子变少，精子的DNA碎
片高，导致不易怀孕，以及
怀孕后容易出现流产、胚胎
停育等情况。所以对于备孕
期的男性，我们建议在妻子
非排卵期也应当通过性生活
或手淫适当排精，促进精子
的更新，保证精液的良好质
量。
3.影响男性的性功能，导
致阳痿早泄。男性的性能力
也符合“用进废退”的自然

规律，长期禁欲对性功能也
有负面影响，如造成勃起功
能障碍、性生活时间短等情
况。所以对于有固定伴侣的
的夫妻，建议规律性生活;
没有性伴侣的单身男性或分
居两地的夫妻，也建议通过
适当频率的手淫来辅助，去
维持正常的男性性功能。
4.造成心理压力。长期
禁欲者容易出现脾气暴躁、
失眠、记忆力差等情况，严
重时甚至导致焦虑、抑郁等
精神疾患。心理学研究表
明，许多心理疾患的出现是
因为正常的欲望没有得到满
足，内心存在冲突。性欲作
为人最本能的欲望，如果得
不到适当发泄，还刻意地强
烈压抑，就更容易引发心理
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您要正视
自己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望，
性欲宜疏不宜堵。原先的手
淫经历并不会影响以后的性
功能，适当的手淫既解决了
正常的生理需求，也缓解了
内心的压力，还能锻炼和维
持性功能，是有益处的。▲

0期：超重，不伴有相
关 疾病 或 其前 期 （如 高 尿
酸 血症 、 糖尿 病 前期 、 高
血 脂、 脂 肪肝 ） 。超 重 就
是健康警戒线，需要及
时 进行 生 活方 式 干预 ， 例
如改掉大吃大喝、总吃
宵 夜、 吃 得太 油 太咸 等 习
惯，同时增加运动量。
1期：超重，伴有相关
疾 病前 期 ；或 肥 胖， 没 有
或 伴有 相 关疾 病 前期 。 这
一阶段需要专业医生介
入 ，开 具 运动 处 方、 制 订
饮 食计 划 等， 患 者需 要 严
格执行生活方式干预。
2期：超重或肥胖，伴
有 相关 轻 中度 疾 病。 这 一
阶 段除 了 要治 疗 疾病 ， 严
格 执行 生 活方 式 干预 ， 还
需 要科 学 减重 ， 可在 医 生
指 导下 使 用减 肥 药物 ， 或
进行小型减肥手术。
3期：肥胖，伴有相关
重度疾病。这一阶段会
严 重威 胁 健康 或 寿命 ， 如
果在严格执行生活方式
干预和减肥药物治疗的
基础上，3~6个月体重仍
未 改善 ， 可能 需 要减 肥 手
术。▲

德国房屋普遍配有蓄水装置，收集的雨水
可以用来冲刷厕所、浇花等。
在欧洲，提到节约用水，没有哪个国
家的居民像德国人一样，将节水观念和
行动深深地刻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尽
管德国水资源充裕，政府仍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鼓励和推广节水措施，效果也是
显而易见：1991年，人均每日用水 143
升，20
年后，人均每日用水量减少了
23 升。
德国人节约用水并不以牺牲舒适度
或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几十年来，德
国环境部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公众介绍节
水窍门。政府首先倡导改变个人用水习
惯，比如使用淋浴而不是浴缸洗澡，这
样最多可以节约70%的水，也降低了加
热水所需要的能耗。即使使用淋浴，政
府也鼓励民众使用经济型淋浴喷头。这
种喷头采用新技术将水与空气混合，通
过注入空气，水滴明显更轻盈柔和，不
仅增加了淋浴乐趣，还降低了耗水量。
在购买生活电器时，德国政府鼓励
公众购买节水型洗衣机、洗碗机、抽水

马桶等。节水型洗衣机设有节水节能的
经济型洗衣程序，如果衣物不是很脏，
使用这样的洗衣程序既能有效清洁衣
物 ，又能节水节能。节水型洗碗机只需
少量水就能实现良好的清洁效果。“臃
肿”“傻瓜”的一键式老水箱早已被淘
汰，节水型水箱有一个小按钮和一个大
按钮，分别对应不同冲水量，可按需选
择，从而实现节水目的。
德国人还是雨水利用专家，对于拥
有独立住宅的居民来说，集雨装置是标
配。这种装置可通过房顶收集雨水，
雨水经过管道和过滤装置进入蓄水箱，
再通过压力装置把水抽到卫生间或花园
使用。目前，德国的新建筑，无论是工
业、商业还是居民小区，均要设计集
雨设施，否则政府将征收雨水排放设施
费。
德国人的节水意识更是融入到生活
的每一刻：淋浴、洗手时，打发泡沫一
定要关上水龙头；洗衣、洗碗时，把
洗衣机、洗碗机塞满才能充分利用电能
水能；用过滤过的雨水洗衣服，不仅节
水，而且因为雨水的水质更软，还能用
更少量的洗衣液达到清洁目的；浇花浇
草“择时而动”，正午浇水蒸发太快，
最好选择早上或晚上浇水。
这样的节水力度甚至造成了一些问
题。由于用水量少，自来水管道和排水
系统会出现沉积物 ，久而久之会影响水
质。管道中还会形成侵蚀性气体，流经
管道的水量不足时，排水系统就会臭气
熏天。尽管如此，德国政府认为，现在
应当考虑的是怎样解决节水带来的负面
问题，而不是放弃节水。供水商或污水
处理公司更有能力决定何时需要对管道
进行针对性的冲洗或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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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通过税收改革法案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驻纽约总领馆提醒

将提高富人所得税率

印尼司法和人权部长雅松纳
【 中 新 社 雅 加 达 7 日 前的10%提高至11%，
讯】(记者 林永传) 印 并 在 2 0 2 5 年 进 一 步 调
尼国会7日通过税收改革 高 至 1 2 % ； 取 消 此 前 企
法案，明年将提高增值 业所得税减免至20%的
税率和富人所得税率。
政策，明年企业所得税
该 税 收 改 革 法 案 规 率仍维持在22%；个人
定 ， 从 2 0 2 2 年 4 月 1 日 所得税起征点由年收入
起，印尼国内商品及服 5 0 0 0 万 印 尼 盾 提 高 至
务 的 增 值 税 率 将 在 从 目 6000万；对年收入50亿

印尼盾以上个人，其个
人所得税率从30%提高
至35%；对购买含碳商
品或从事产生碳排放活
动的个人或实体征收碳
排放税。
印尼司法和人权部
长雅松纳(Yasonna)在
国会投票通过该法案后
表示，自去年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印尼国库已
遭受重创，该项税收改
革法案旨在优化税收结
构、增加国库收入。
印尼政府预计，在
2023年恢复预算赤字
上限之前，该项税收
改革法案的实施将增
加国家财政收入。去年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
的冲击，印尼国会暂时
取消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3%”的国家预算
赤字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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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注意保持留学身份
【中新网8日讯】据中
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微信
公众号消息，近日，领
区某高校多名中国学生
因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学
校有关部门提交I-94表
进行注册报到，被终止
F-1学生身份并被要求尽
快离境。
驻纽约总领馆提醒广大

留学人员注意遵守学校有
关规定，保护好自己的学
生身份，务必养成及时、
耐心、认真查看学校有关
部门特别是国际学生管理
部门发送的邮件的习惯，
根据要求按时做出反应，
以免造成学业受阻的严重
后果。
如需领事协助，可拨打：

外交部24小时全球领事
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电话：+86-10-12308或
+86-10-59913991；
纽约总领馆领事保护
与协助联系电话：212695-3125；
纽约总领馆疫情协助
专线：646-217-8489
、646-217-8518。

泰国温州商会

为华侨妇女养老院捐赠物资
【中新网8日讯】据
泰国《星暹日报》微信
公众号“星暹传媒”消
息，当地时间10月3日14
点，泰国温州商会会长
郑炳克等一行人前往巴
吞他尼府华侨妇女养老
院进行捐赠仪式，受到
了泰国华侨互助社暨华
侨妇女养老院董事长庄
惠兰以及工作人员的热

情接待。
目前新冠疫情仍肆虐
泰国，为了减轻养老院
物资缺乏的需求，奉献
爱心给老年人，泰国温
州商会慈善部组织了此
次慈善献爱心活动。本
次慈善活动的捐赠物资
包括：20盒清凉油、40
盒感冒药、10盒止咳
药、15箱成年人纸尿

裤、15袋茉莉大米、5
箱油、12箱牛奶和1台
制氧机。
据了解，泰国华侨
互助社暨华侨妇女养
老院成立至今已有半
个多世纪，养老院主
要接收六十岁以上的
女性老年人，目前共
照看105位有亲属和无
亲属的老年人。

佛光山东禅佛教学院印尼分会再次举办人间佛教课
【本报讯】自今年5至7月成功
举办第一期佛法网课（IDZI-1）之
后，接下来，印尼东禅佛教学院（简
称：IDZI）将再次举办第二批人间佛教
课（IDZI-2）。
该课程主要针对18-40岁有兴趣
学习星云大师介绍和推广有关人间佛
教教义的年轻印尼人。佛光山创始人
是星云大师，佛光山是台湾最大的寺
庙，在五大洲拥有300多个分支机构。
该课程计划由今年10月8日至12月10
日开始进行，每周五共有十场会议组
成，其材料包括：佛的人性，如何成
为一个好的佛教徒，冥想，人间佛教
的心经，正念生活，佛教和青年，和
禅缠结。
印尼东禅佛教学院是一所佛教学
院，旨在传播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
实践，人间佛教。印尼东禅佛教学
院得到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学院的
支持下，该学院是台湾佛光山佛教
学院的16个分支机构之一。16家分

会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巴西、
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香港、中国、日本。这说明IDZI在
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网络，IDZI
学生有机会参与学生交流，甚至在
宗莲佛光山大学更深入地学习人间
佛教。
IDZI的在线佛法班不是一般的佛学
课程，结束后立即解散。IDZI为学生
准备了清晰的未来计划。加入
IDZI
课程后，学生可以参加为期两个月的
强化预科课程，然后在马来西亚佛光
山东禅院修读佛学文凭课程。此外，
学生还可以通过参加台湾中林大学为
期3年的佛学文凭课程，深入学习人间
佛教，每门课程提供普通话和英语2种
教学语言选择。
第一年学习佛教基础知识后，第二
年和第三年可以选择大藏经、寺院管
理、英国佛教或日本佛教专业。 不仅
学习佛教，还教授书法、新闻、摄影、

多媒体、音乐、素食烹饪等各种课外活
动，以提高学生的软技能。当然，所有
这些教育项目都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
奖学金。
佛光山承载着发展人间佛教的教育
使命、文化使命、社会贡献使命、精神
修养使命。教育是四大使命中的第一
点，自1990年以来，通过建立佛光山
国际大学联盟成员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
来实现这一点，即：西部大学（美国）
、佛光大学（宜兰、台湾）、南华大学
（台湾嘉义）、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香
港）、南天学院（澳大利亚）、光明学
院（菲律宾）和 FGS 崇林大学（台湾
高雄）。
校友从宗莲佛光山大学毕业后，有
机会在这些大学继续深造，或在佛光
山从事教育、文化、慈善或精神培训
中心的单位工作。星云大师是一位远
见卓识的人物，他在为佛教徒共同培
育人间佛教创造福地和未来规划上，
深思熟虑。

国庆假期广东台山“侨”魅尽显 多款乡味助力留客

国庆假期期间，汀江圩游人如织。
【 中 新 网 江 门 8 日 作为世界记忆名录银信纪
讯】“欢迎大家到台山市 念地主要展示区的银信博
银 信 博 物 馆 参 观 ， 请 大 物馆和银信纪念广场更是
家 配 戴 好 口 罩 ， 扫 码 进 人头攒动，《让子弹飞》
场。”国庆假期期间，今 等电影拍摄地、有“梅家
年刚入选第二批“广东省 大院”之称的广东省文物
文化和旅游特色村”的台 保护单位汀江圩同样游人
山市端芬镇海口埠每天有 如织。
上千游客前去打卡。其中
据了解，近期，台山“

侨”魅尽显，与“侨”有
关的场所和展馆逐渐发展
成研学、亲子游、深度游
的热门打卡点。
“梅家大院虽然仍未
进行商业开发，但从建筑
的风格和历史留下的痕迹
来看，当年这里应该比较
兴旺。你看这中间的方形
广场、四周中西合璧的骑
楼建筑，旁边有一条汀江
河，若不是到现场来看，
还真以为电影里看到的，
是拍摄时布置的临时场
景。”来自湖南的游客关
先生在汀江圩参观时和朋
友感叹说。国庆假期，恰
逢当地“红心向党银信端
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
在汀江圩举行，展架中的
作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

游客前去观看。
在汀江圩，豆腐花、
凉粉、茯苓膏、芝麻糊等
地方特色小吃吸引不少游
客驻足品尝，附近的茶楼
饭馆更是游客体验当地农
家菜的不二选择。其中，
离汀江圩不到200米的华
雪饭店以装饰古色古香、
味道别具一格而广受食客
青睐，黄鳝饭、甜酸咕噜
肉、紫苏叶炒田螺、田螺
焖鸡、红葱头蒸鸡、豉汁
焖南瓜、生焗黄鳝煲、卤
水猪杂等乡味十足，来自
五湖四海的食客们吃得津
津有味，好评如潮。
正所谓，菜香不怕巷
子深。藏身于冲蒌镇冲蒌
圩的华东楼餐厅，国庆假
期期间需提前一天预订才
能安排上桌，许多没订桌

的食客去到餐厅也只能败
兴而归。“我们餐厅上下
两层目前仅能安排20张桌
子，这段时间很多食客奔
着我们推出的家乡菜式‘
芋头糍水’和‘八珍煎
糍’来的。‘芋头糍水’
需选用米芋的芋头，削皮
后手工磨成浆，搭配一定
比例的粉，搅拌均匀方可
下锅。为了食客有更好
的体验，餐厅每天仅供应
100份以内的芋头糍水，
售完即止。这几天，午饭
时段要翻桌一次，晚饭时
段要翻桌两至三次。”餐
厅负责人伍树波透露，芋
头糍水分大、中、小三
款，搭配当地白菜、农场
靓鸡、白贝等食材烹制而
成，由他父亲伍炳辉和叔
叔伍炳湛亲自掌勺。

“米芋是节令性食材，
中秋过后米芋就逐渐少了。
为了不辜负食客长期以来
的厚爱，我们近期结合本地
人的饮食习惯，重 点 推 出
黑豆鳅鱼汤、黄鳝饭、甜
酸蛋、猪杂煎面等特色菜
式供食客选择。”伍树波
说，目前餐厅每天需消耗
20公斤左右的米芋芋头，
分 量 很 足 的 “ 芋 头糍水”
需用不锈钢盆装着端上桌，
几乎是每桌必点。
“我们是看抖音视频发
现这边有特色的台山菜式，
特意和家人、朋友一起过来
品尝。但我们今天下午五点
多来到餐厅时，才听到老板
说今晚餐桌已预订满，连第
二轮翻桌也安排满了，第三
轮估计要等到晚上八点之后
才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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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香港恒生：24,837.85

上海综合：3,592.17

道琼工业：34,754.94

印尼综合：6,481.77

美元：14,213.00

欧元：16,424.00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新社北京8日讯】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10月8日同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
是近邻，“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维护和发
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有利于亚
洲乃至世界和平、稳
定、繁荣。当前，中
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
存。中方赞赏日本新
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
层沟通，愿同日方加
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精神，
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明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希望双方重
温初心，相向而行，共
同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
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

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
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
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
的各项原则，切实践
行“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
共识，妥善处理历史、
涉台等重大敏感问
题，管控好分歧，把
握好正确方向，维护
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和大局。双方应该加
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
济政策协调，共同维
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
投资环境，实现更高
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
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双方应该践行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
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
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
同利益，弘扬和而不
同、和衷共济的东亚
智慧，积极促进区域
合作，协调应对全球
性挑战，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 。 祝 贺 日
本成功举办东京奥
运会，欢迎日方积极
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
奥会。
岸田文雄对中国国

庆表示祝贺。岸田表
示，当前国际和地区
形势下，日中关系正
在迈入新时代。日方
愿同中方一道，从日
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
启示，以明年日中邦
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
机，共同努力构建契
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
性的、稳定的日中关
系。双方应该通过对
话管控分歧。日方愿

同中方继续加强经济
合作和民间交流，就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
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合
作。日方期待北京冬奥
会顺利召开。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
话十分及时、十分重
要，同意继续通过各种
方式保持互动沟通，
为两国关系正确发展
指引方向。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首篇学术成果发表

证明月球在19.6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中新社北京8日讯】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8日
消息，以嫦娥五号月球
样品为研究对象发表的
首篇学术成果8日凌晨
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Science》上，该
研究证明月球在19.6亿
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质
寿命延长了约10亿年。
近期，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
针中心研究员刘敦一和
地质所海外高级访问学
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
授AlexanderNemchin领
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嫦
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
该团队对嫦娥五号
月球玄武岩开展了年
代学、元素、同位素
分析，用微区原位高
分辨率二次离子质谱
（SHRIMP）定年数据和
岩石矿物地球化学数
据，证明了月球在19.6亿
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质
寿命延长了约10亿年，
为完善月球演化历史提
供了关键科学证据。
据了解，月球的岩
浆作用在何时停止，一
直是月球演化历史研究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之
一，此前关于月球样品
的研究成果并未发现月

球存在比29亿年年轻的
岩浆活动。
相关研究论文《嫦娥
五号年轻玄武岩的年代
与成分》于北京时间10
月8日凌晨在线发表在国
际学术期刊《Science》
上。这是以嫦娥五号月
球样品为研究对象发表
的首篇学术成果，刘敦
一与AlexanderNemchin为
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车晓超博士是本文的第
一作者。
嫦娥五号任务采样
位置设计在月表最年轻
的月海玄武岩区域，通
过表取和钻取两种形式
采集到共1731克月球
样品。今年7月12日，

2021年国庆假期中国民航运输旅客近930万人次
【中新社北京8日讯】
中国民航局8日披露，
2021年国庆假期（10月
1日至7日)，全民航运输
旅客近930万人次，航班
正常率逾93%。广州、
深圳、成都、北京、重
庆、上海等地旅客出行
较多，成都、重庆、广
州、深圳、西安等地为
热门到达地。
统计数字显示，10
月1日—7日全民航运输
旅客929.14万人次，
日均132.7万人次，比
2020年下降19.6%；
平均客座率73.7%，
比2020年下降4.8个百
分点；全国实际飞行
90663班，日均12952

班，较2020年降低
11.27%；航班正常率
93.35%，比2020年降
低1.42个百分点。
据民航局介绍，9月
30日至10月1日为节前出
行高峰，连续两日运输
旅客量均在150万人次以
上，10月2日至4日旅客
运输量有所回落，5日旅
客量开始回升，至7日达
到返程高峰。
从出港旅客量看，
出行高峰期广州、深
圳、成都、北京、重
庆、上海、西安、昆
明、杭州出港旅客量居
全国前列，返程高峰期
成都、重庆、广州、深
圳、西安、北京、昆

明、杭州、上海出港旅
客量居全国前列。
从客座率看，出行
高峰期拉萨、深圳、珠
海、成都、杭州、郑
州、石家庄、广州、乌
鲁木齐、宁波、上海、
海口、西双版纳出港航
班平均客座率较高，返
程高峰期洛阳、北海、
敦煌、丽江、兰州、三
亚、九寨、张家界、海
口、成都出港航班平均
客座率较高。
民航局称，受近期
国内个别地区疫情影
响，假期期间大部分旅
游城市进出港旅客订票
量和客座率均略低于去
年同期水平。

国庆假期广东用电负荷增逾两成

充电桩充电量增超三成
【中新社广州8日讯】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
10月8日通报称，今年
国庆节假期期间，广东
用电负荷同比大幅增加
逾两成，而该公司运营
充电桩充电量同比超三
成，显示电动汽车活跃
度剧增，绿色出行成旅
游新时尚。
10月7日，广东电网
统调最高负荷1.13亿千
瓦，较去年假期最高负
荷增长21.72%。假期过
后，一场秋雨为广东大
地带来些许凉爽，预计8
日至20日最高统调负荷
约为1.215亿千瓦，负荷
成缓慢下降态势。
受今年第17号台
风“狮子山”与弱冷空
气影响，10月8至10日

广东将迎来一轮短时强
降雨天气，南方电网广
东电网公司已于8日13
时启动防风防汛Ⅳ级响
应，采取有效的防范和
应对措施。
据了解，今年国庆节
假期期间，广东电网公
司运营的充电桩充电量
达643.5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33.9%。
来自该公司的数据显
示，国庆节假期期间高速
公路充电桩充电量同比增
长73.76%，广东电网充
换电服务日均充电量达到
92万千瓦 时 ， 创 历 史 新
高。特别是粤东西北城
市充电活跃度大幅度上
升，充电量192.8万千瓦
时，超过珠三角城市，同
比增长51.8%。

电气化也给国庆节旅
游市场增添了一抹绿色。
作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的南昆山进入了粤港
澳大湾区一个半小时生活
圈，假期来游玩的游客络
绎不绝。南方电网广东惠
州龙门供电局提前规划，
先后在广河高速沙迳服务
区、南昆山旅游景区等枢
纽地段投运98台充电桩，
让驾驶电动车辆的游客享
受便捷的充电服务。来自
广州的曾先生表示，前往
南昆山必经沙迳服务区，
该服务区8台直流充电桩
为续航电量不足的车辆送
来了“及时雨”。
据悉，龙门供电局计
划下个月在南昆山等景区
再投运68台充电桩，为游
客出行再添“电动力”。

图为，9月30日，广东省珠海市，国家航天局展位上展
出的嫦娥五号返回舱、降落伞实物吸引观众。当日，
第十三届中国航展进入专业日第三天。
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共
计31份向13家科研机构
发放。目前，对月球样
品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

进行，第二批月球样
品发放工作按程序开
展，相关科学成果将
及时发布。

长三角民众“微度假”

慢享黄金周催热假日经济
【中新社南京8日讯】
“十一”黄金周期间，
长三角地区民众出游需
求强劲，以短途周边
游、一地深度游等为代
表的城市“微度假”成
为很多人的首选。人们
慢享黄金周，沉浸式旅
游“出圈”，带火了一
波假日经济。
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
下，长三角民众“火热”
度过“十一”假期。“秋
老虎”来势汹汹，却没有
逼退人们的 出 游 热 情 。
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8日公布，10月1
日至7日，长三角铁路发
送旅客1800万人次，同
比增长1.1%，日均发送
旅客257万人次。
随着旅游主题化、个
性化需求不断增强，游
客在一地深入探索的时
长持续提升。携程数据
显示，高铁周边游停留
时长由去年1.5天提升
至近2天，坐上高铁“
打卡”周边城镇、来一
场“微度假”成为游客
逐渐青睐的出游方式。
出行半径缩短，在周
边乡村体验沉浸式、互
动式的多样玩法，成为很
多人的选择。在长三角地
区，去浙江湖州的安吉、
莫干山登山戏水、游船赏
竹，去江苏常州天目湖泡
温泉、赏竹海、住主题客
栈备受热捧。
以苏州吴江区为例，
国庆假期，苏州湾黄
金湖岸旅游区共接待
19.64万人次，同比增长
304.9%，较2019年增
长243.9%。全区共接待

游客99.3万人次，其中
来自苏浙沪的游客占比
80%以上。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背景下，黄金周周边游
时间变长、空间变广，很
多家庭追求慢节奏、深入
体验，重视品质享受。而
部分国内游时间变短，追
求‘说走就走’、错峰出
行， 行 程 更 自 由 、 更 高
频。”驴妈妈旅游网CEO
邹庆龄说。
“微度假”带火城市
消费，假日经济效应凸
显。在经济发达的长三
角城市群，民众“买买
买”， 各 地 消 费 数 据 持
续飘红。
“十一”黄金周期
间，江苏省共计接待游
客3896.58万人次，假
日经济不仅使得旅游市
场火热，亦带火了消费
品市场。江苏省商务部
门统计，假期期间，江
苏消费品市场累计实现
销售额131.4亿元（人民
币，下同）。热门品类
中，黄金珠宝类的消费
上升趋势明显，家电消
费持续升温，汽车消费
持续回暖。
上海市商务委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10月1日
至7日，上海全市线上线
下消费总额达765.88亿
元，同比增长16.0%。
值得关注的是，来自“
包邮区”的消费力，正
不断拉动上海消费市
场。假期期间，外来游
客消费占上海线下消费
比重约25.0%，同处长
三角的江苏、浙江、安
徽消费人次位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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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7日讯，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
会将于10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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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
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
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
平台同步转播。（新华社）

李克强将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式
8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14日在广
州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中新社）

黑龙江七台河市鹿山煤矿二井发生矿震
4人被困井下
8日讯，记者8日从黑龙江省七台
河市委宣传部获悉，10月7日18时
许，七台河市鹿山煤矿二井发生矿
震，截至目前，井下被困4人，救援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新社）

台湾地区本土疫情连九日“+0”
今日通报12例境外移入，增1死
8日讯，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今（8）日公布新增12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均为境外移入；另确
诊个案中新增1例死亡。
“指挥中心”说明，今日新增12
例境外移入个案，为7例男性、5例
女性，年龄介于10多岁至60多岁，
其中11例分别自美国(2例，案16382、
案16385)、马来西亚（案16383)
、菲律宾(案16384)、缅甸(4例，
案16386、案16387、案16392、案
16393)、英国(案16388)、日本(案
16390)及印尼(案16391)入境、余
1例(案16389)调查中，入境日介于
2021年9月13日至10月6日，皆持有
搭机前3日内检 验 阴 性 报 告 。 “ 指 挥
中心”表示，今日新增1例死亡个案
(案14970)，为40多岁女性，
具 慢性病史及其他确诊者接触 史 ，
6月24日 因 其 他 原 因 住 院 治 疗 ，
6月30日因出现喉咙痛症状由院方
安排采检，7月2日确诊，9月28日
死亡。“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
前台湾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1 6 2 8 3 例 ， 2 020年起累计845例死亡
病例。（海峡导报）

中国民航局再次发出熔断指令
8日讯，中国民航局8日再发熔断
指令，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8140
航班（伊斯兰堡至武汉）实施熔断
措施。
根据民航局通报，9月21日入境
的南方航空公司CZ8140航班（伊斯
兰堡至武汉）确诊新冠肺炎旅客5
例。自10月11日（航班入境日期）
起，暂停该航班运行2班。熔断的
航班量不得用于其它航线。民航
局要求，南方航空公司要做好后
续航班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服
务 工 作 。 （中新社）

山东港口烟台港中非班轮成
“一带一路”新增长点
8日讯，记者8日从山东港口烟
台港获悉，今年前三季度烟台港
中非班轮发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74.4%，成为“一带一路”上的
新增长点。
近日，“韦立使命”轮装载1.4万
立方米出口几内亚的设备物资从烟台
港出发，横跨印度洋、大西洋，驶向
非洲大陆。这是“烟台—几内亚”件
杂货班轮业务开通以来，从烟台港
发出的第239艘对非物资出口班轮。
据悉，“韦立使命”轮在港作业期
间，烟台港与山东港口海外发展集
团、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密切
协同，全面畅通国内发货与海外收货
对接渠道，仅用1.5个昼夜高效完成
394件设备、车辆及建材装船作业 ，
再次擦亮“中非班轮——海上速递”
品牌。据统计，今年以来，山东港
口烟台港累计完成52个航次的中非班
轮发运，其中几内亚航线43个航次，
社会货源9个航次，业务辐射西非沿
海 1 8 个 港 口 。 山 东 港 口 烟 台 港 是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15个
沿海城市港口之一。（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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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土豪!纽卡新老板身家3200亿镑

北京冬奥游持续升温

十一长假旅游收入108.2亿元
【新浪体育8日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北京的文化、旅游、商业、餐饮等
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据北京市文旅局综
合统计，7天长假，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
861.1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恢
复至2019年同期的93.5%；旅游总收入
108.2亿元，较上年增长15.0%，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96.8%；人均花费1256.2
元/人次，较上年增长16.6%，较2019年
同期增长3.5%。
假日盘点·文旅消费。
王府井接待游客最多。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
的景区（地区）是：王府
井接待110万人、前门大
街景区接待93.7万人、南
锣鼓巷接待61.5万人、
什刹海风景区接待48.5万
人、乐多港假日广场接待
47.1万人、北京首创奥莱
休闲驿站景区接待43.6万
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接
待33.5万人、天坛公园接
待32.1万人、颐和园接待
31.1万人、中粮·祥云小
镇接待29.8万人。
5A级景区接待情况：
天坛公园接待32.1万
人，颐和园接待31.1万
人，故宫接待26.1万
人，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
接待23.1万人，八达岭
长城接待21.1万人，圆
明园接待18.4万人，恭
王府接待13万人，慕田
峪长城接待9.1万人，十
三陵接待6.7万人。
京郊游营收超2019年同期
京郊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吸引力大增，到京
郊游山水、住民宿、体
验农事、欣赏美丽乡村成

为市民出游热门选项。
统计显示，假期七天，全
市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
381.4万人次，同比增长
40.8%，已恢复到2019
年同期的85.1%；营业
收入53943.9万元，同比
增长81.3%，比2019年
增长28.5%。接待量前
三位的是怀柔区、密云区
和延庆区。其中，怀柔区
接待游客110.9万人次，
密云区接待游客104.5万
人次，延庆区接待游客
85.8万人次。
10月1日至7日，全市
乡村民宿客房平均入住率
达到83.38%。乡村民宿
接待总人数达20.21万人
次。本市38个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共接待游客18.41
万人次，同比增加12.5%
，实现经营总收入2114.5
万元，同比增加7.1%。
冬奥游、红色游持续升温
特色旅游线路在国庆
期间持续升温。冬奥旅
游线路颇受游客青睐。
伴随冬奥会测试赛等一系
列活动推广，市文旅局发
布的三条北京冬奥旅游路
线——冰雪京城双奥之

旅、长城脚下生态之旅、
京张雪乡休闲之旅，展现
了不同冬奥赛区的地域特
色及文旅资源。作为北京
冬奥会竞赛永久设施，首
钢滑雪大跳台是全球范围
内第一座单板滑雪大跳台
项目的永久跳台，冬奥组
委官网的“云上看场馆”
让公众走进冬奥场馆，感
受到绿色、共享的办奥理
念。延庆冬奥赛会场馆等
标志性吸引物均成为游客
打卡热点。
融合“冬奥”、“永
定河”、“西山”、“首
钢工业”等元素的亲水活
动乐园——北京冬奥公园
10月1日开园迎客，国庆
假期迎来4.7万余游客游
览、健身。下月初，冬奥
主题景观“冰雪森林”将
正式亮相。
不 少 市 民 全 家 出
动。“我家就住公园边，
冬奥公园建成开放了，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亲水乐
园，怎么也逛不腻。”家
住古城街道的孔女士说。
公园中，莲石湖、跑马大
本营等区域最受游客青
睐，清晨就有不少市民跑
步健身。京西乐跑团团长

李栋说，42公里的长跑
线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
运动场地，跑道宽阔平
坦，触感软硬适中，特别
是周边环境优美，还能看
到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
桥等城市景观，“跑步成
了我们游览冬奥公园的新
方式，拉近了我们和冬奥
会的距离。”
11月初，冬奥公园还
将有大量景观集中亮相，
其中“冰雪森林”景点为
冬奥主题景观。首钢大桥
下和莲石湖左岸为不同
年龄市民打造的公共空间
也将在11月初开放。届
时，公园中部的红叶大
道、南部的炫彩大道上，
元宝枫、山茱萸、银杏、
黄栌将浸染秋色，成为市
民赏秋新去处。
红色文旅持续走热。
百年大庆带来红色文
旅走热，红色文化盛宴
扮靓国庆假日市场，全市
重点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
假日期间日均入园人数在
20万至30万人次上下。
北大红楼等中国共产党早
期革命活动旧址迎来参观
高峰。

世预赛-巴黎队长扳平名将点射 巴西3-1逆转9连胜
【网易体育8日讯】
2022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
第11轮，巴西客场3-1逆
转战胜委内瑞拉，九连胜
继续领跑南美区积分榜。
第11分钟拉米雷斯头球破
门，第71分钟马基尼奥斯
进球，第85分钟巴尔博萨

罚进点球，安东尼最后时
刻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1。
委内瑞拉出场阵容433
：12-格拉特罗/20-埃尔
南德斯、3-梅西亚斯（46'
4-钱塞勒）、2-费拉雷
斯、14-冈萨雷斯/13-马
丁内斯（64'
17-卡斯蒂

略）、8-林孔（74' 5-莫
雷诺）、10-索蒂尔多/7佩纳兰达（59' 18-贝罗）
、15-拉米雷斯、11-马奇
斯（74' 19-科尔多瓦）。
巴西出场阵容433：1阿利松/2-达尼洛(77'
13-埃莫森)、4-马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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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3-蒂亚戈-席尔
瓦、16-阿拉纳/7-热尔
松、5-法比尼奥、10帕奎塔（63'
18-维尼
修斯）/9-热苏斯（77'
20-安东尼）、21-巴尔博
萨、11-里贝罗（46' 17拉菲尼亚）。

是曼城老板10多倍
【网易体育】沙特财
团3亿镑收购英超俱乐部
纽卡斯尔。此次收购之
后，纽卡斯尔将拥有世
界上最富有的老板。
据悉，负责该收购的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拥有
多达3200亿镑的资金，
是排名第二的曼城老
板（232亿镑）的10多
倍。
足坛俱乐部老板财富
排行：（数据为2020年
数值）
1.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纽卡）：3200亿镑。
2.谢赫-曼苏尔（曼
城）：232亿镑。

3.马特希茨（莱比
锡、萨尔茨堡红牛）
：157亿镑。
4.阿涅利（尤文）
：110亿镑。
5.阿布（切尔西）
：96亿镑。
6.菲利浦-安舒茨（
洛杉矶银河）：81亿
镑。
7.克伦克（阿森纳）
：68亿镑。
8.纳赛尔（巴黎）
：65亿镑。
9.张近东家族（国
米）：62亿镑。
10.郭广昌家族（狼
队）：52亿镑。

2021年巴布亚第廿届全运会奖牌榜
名次

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西爪哇省

55

54

57

166

2

雅京特区

53

43

53

149

3

巴布亚

51

24

44

119

4

东爪哇省

49

40

38

127

5

中爪哇省

17

27

30

74

6

巴厘岛

14

8

19

41

7

廖内省

9

13

10

32

8

东加省

6

17

23

46

9

苏北省

6

10

9

25

10

万丹省

5

9

1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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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发现，买菜频率、食物种类、水果摆哪、餐碟大小等都会影响饮食质量

在家吃饭八个健康要素
受访专家：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 孙树侠
中国女医师协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韩 萍
本报记者 张 芳
在吃饭问题上，餐馆提
供的便利再多，家庭环境
对饮食健康的影响仍居首
位。《英国医学委员会公
共健康》杂志不久前刊登
的一项研究称，一个人的
饮食质量，与其每周购物
频率、家中常备食物、食
物放置位置等诸多因素有
关。简单来说，家庭饮食
环境决定了人们选择吃什
么、吃多少。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
究人员调查了5000余名
18~75岁成年人的相关数
据。结果显示，在被调查
的11个家庭饮食环境因素
中，7个与蔬果摄入量有
关，包括食物制备习惯、
食物放置位置、购买蔬果
频率、常备食物种类、用
餐区是否有电视等；8个
与脂肪摄入占比相关，如
家中常备咸味或甜味零食
的数量、不健康饮料的储
备量、食物放置位置、食
物制备习惯、是否开着电
视吃饭等。中国保健协会
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
会名誉会长孙树侠说，家
庭环境与饮食质量的相关
性，与人们的心理、习惯
影响有关，同时也潜移默
化地塑造着人们的饮食行
为。我们每个人应学着善
用相关因素以提高饮食质
量，具体可从以下八方面
来改善。
蔬果要买得勤。孙树
侠说，蔬菜水果都属于不
易储存的食物，放置时间
变长不仅营养会逐步流
失，也伴随着腐坏风险的
增加，因此应尽量随买随
吃。下班后在小区便利店
购买，或网购等待送货上
门，都可以较好地解决上

班族无暇去超市的问题。
储存食物类型要丰富。
调查显示，7日内，平均
每个家庭备有5.2种水果
和9.1种蔬菜。以此为标
准，存储种类越多，家庭
成员的蔬果摄入量越高，
出现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
越低。相反，咸味零食、
糖果，以及不健康饮料储
备量较多的家庭，脂肪摄
入量偏高和超重情况出现
更多。
中国女医师协会健康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韩萍建议，家中储备食
物品种应多样化，且有所
侧重：以常吃新鲜果蔬为
原则，每天家中要备有应
季水果三四种、蔬菜五六
种，及时补充更新即可；
坚果以多种混合为好，《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建议，坚果有益健康
但不可过量，最好一周
50~70克，相当于每天摄
入10克左右，换算成食物
约为半捧花生米；高油、
高盐、高糖零食及罐头、
腌制类食物均应少买少
存；快餐类半成品食物，
如方便面、螺蛳粉、自热
火锅等，家里平时可存储
少量以应急；银耳、木
耳、干制菌菇类食物，保
质期长，可常备，用来丰
富菜品搭配；甜饮料、酒
类都不健康，建议少买；
牛奶或酸奶应常备，牛奶
以巴氏杀菌奶为好，虽然
保质期短且需放入冰箱保
持，但营养价值更高。
健康食物要放在显眼
处。研究中，食物放置包
括水果、蔬菜和高热量零
食的存放位置。其中，蔬
果放得越显眼和易获取，

摄入量越高；高热量零食
太易获取，则会导致脂肪
摄入占总热量的百分比偏
高。科学期刊《科学报
告》上刊登荷兰的一项研
究显示，相较于低热量食
物，人们记高热量食物位
置的准确率会高出27%。
孙树侠表示，人都有一
种就近心理，这决定了放
在易获取位置的食物摄入
量会相对更高。因此，食
物放置应“扬长避短”。
每天可将一定量的水果洗
好摆放在茶几、书桌等常
用位置。零食需依据不同
种类分别对待，比如，干
果用小盘盛装放在桌上；
巧克力、糖果、蛋糕、薯
片等高热量低营养零食，
可放在阴凉处的柜子或
零食盒里；相对健康的低
盐、低糖零食等可少量摆
放在外。
冰箱中的食物也应遵
循类似原则。美国康奈尔
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
站在冰箱前寻找零食或晚
餐时，最有可能去拿第一
眼看到的。建议将蔬菜、
水果、牛奶等健康食物放
在冰箱的最外侧，并与视
线保持平行；蛋糕、甜
饮料、雪糕等高脂高热食
物，可放到冰箱里侧或冰
箱下层。
改善食品制备习惯。
新研究发现，诸如鸡肉去
皮、用不粘锅、选择低脂
沙拉酱、使用蒸笼等备餐
习惯，都能降低脂肪摄入
占总热量的百分比，有益
健康饮食。孙树侠说，“
怎么吃”与“吃什么”对
饮食质量的影响同等重
要。比如，用不粘锅降低
用油量、选低脂酱或酸奶

拌沙拉、用蒸笼蒸制食
物、用酸味调料降低盐糖
用量等，都属于减盐、减
油、减糖的通行做法。
尽量不要独自进餐。结
伴吃饭，特别是与家人一
起吃饭，营养摄入相对更
好。2018年，韩国延世大
学在《营养学期刊》上发
表的研究显示，单独进食
的人营养摄入量更易低于
推荐量，并由此导致健康
问题。此外，美国埃默里
大学的新研究提醒，家人
共同进餐时，若选择快餐
或其他外卖也会导致脂肪
摄入增多，出现超重肥胖
问题。而瑞士联邦理工学
院针对3.9万人的调查发
现，与有健康饮食习惯的
伙伴一起吃饭的人，在6个
月内平均多买了5.71种健
康食品，少买了1.13种不
健康食品。因此，家中“
掌勺人”的健康饮食习惯
会发挥重要作用，一定要
选择健康新鲜的食材，控
制好手中的油盐勺。
餐具分量别太大。《食
物质量期刊》2019年4月
刊发我国台湾的一项研究
发现，使用大筷子和大碗
的人会比使用小筷子小碗
的人吃得更多。另一项关
于冰淇淋的研究也发现，
那些使用24盎司容量大碗
的人，食用的冰淇淋比使
用16盎司小碗者多出31%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尺
寸对比错觉导致的差异，
因为视觉上，被小圆圈包
围的圆圈，看起来似乎比
被大圆圈包围的圆圈大。
所以，家庭中若需要控制
食物摄入量，可选择用小
碗碟。
用餐灯光要明亮。研究

健康大讲堂

发现，环境灯光越明亮，
越有助于控制食物摄入
量；反之，柔和、温暖、
昏暗的灯光，可以通过增
加进食时间、提高用餐舒
适度，让人在不经意间吃
下更多食物。当两个或更
多人一起吃饭时，照明的
影响会更强烈。
避免分心就餐。巴西
与荷兰的一项联合研究发
现，边看电视、手机或杂
志边吃饭的人，每餐平均
多摄入15%的热量。尤
其是孩子，平板电脑和手
机是他们吃饭时走神的主
要原因。孙树侠说，一方
面，看电视等会让人分
心，吃饭时间延长，进
而吃下更多食物；另一方
面，人们边看边吃时，口
感上更倾向选择味甘厚重
的食物，易造成营养摄入
的偏差。现在年轻人边看
手机边吃饭的问题很多，
应引起注意。
“合理膳食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韩萍说，在
调整饮食环境因素的过程
中，必须有足够的营养知
识作指导，做到“先知而
后行”。

需求不同，方法不同。
每个人对膳食营养的需求
不同，比如，减重者要控
制能量摄入，处于成长期
的孩子却不能盲目、极端
限制热量；血脂过高的人
最好选择脱脂或低脂奶，
一般人群则应以全脂奶为
优选……因此，首先要了
解自身情况，结合科学的
营养学知识，才能有的放
矢地改善饮食环境。
营养价值，判断有方。
以常备食物一项为例，辨
别哪些零食属于高脂、高
糖、高盐类型，就需要学
会看食品配料表、营养成
分表等，以免被部分商品
的宣传所误导。
少下馆子，少点外卖。
除家庭环境外，社会大环境
同样会影响饮食质量。现如
今，人们在外就餐或点外卖
的频率越来越高，餐馆油盐
控制能否达标、提供的菜
品搭配是否足够合理等，
都影响饮食健康。韩萍认
为，每个人都应从学习基
本的营养知识入手，善于
选择健康饮食，进而营造
出健康的膳食大环境和家
庭小环境。▲

家庭医生

老孕幼防晒讲究多

肌酐过200肾脏就危险了

主讲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李 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肾内科 主治医师 李勰家

日光同空气、水一样是
万物生长、繁衍生息必不
可少的，但不适当的日光暴
露，其危害性不容小觑。日
光中的紫外线（UV）除了
引起皮肤反应，增加皮肤
癌的患病几率，还可导致角
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
眼底黄斑变性等，尤其对患
有某些疾病的人群，光线照
射引起的危害更明显，如白
化病患者无法抵御 UV，日
晒后很容易灼伤皮肤。光线
相关性皮肤病患者，如遗传
性光皮肤病、光敏性皮肤病
（光接触性皮炎等）、光加
剧皮肤病（黄褐斑、红斑狼
疮、玫瑰痤疮、痤疮）、光
线性角化病、皮肤基底细胞
癌等患者长时间受 UV 照射
后病情易加重。那么，常用
的防晒措施有哪些？
规避性防晒。室外活
动要注意规避紫外线指数
（UVI）高的时段（如中午
时分、春末夏季）和地点
（如高原、海边、雪地、
幕墙玻璃周围等），选择
在树荫、建筑阴面活动。
遮挡性防晒。用遮阳
伞、太阳帽和衣物等遮
挡，织纱密度越高、颜色
越深或加有防晒涂层越
好。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

厘米以上，宜选紫外线防
护系数（UFP）>25，UVA
透过率<5%的产品。遮
阳镜应选覆盖全部UV的，
并尽量减少蓝光和紫光透
过，镜面能完全遮盖眼睛
和眉毛，镜片颜色以不妨
碍视觉和辨别颜色为好，
如茶色，但必须到正规眼
镜店挑选合格的遮阳镜，
以免对眼睛产生不良后
果。对已患有青光眼、色
盲、夜盲症、视神经网膜
炎等患者，则不适合戴遮
阳镜，会加重病情。
防晒化妆品。1.无机
防晒剂即物理UV屏蔽剂，
如二氧化钛、氧化锌。2.
有机防晒剂，即化学性UV
吸收剂，如吸收UVB的水
杨酸盐及其衍生物、肉桂
酸酯类等。3.抗氧化剂，
如维生素C/E、金属硫蛋
白、超氧化物歧化酶、花
青素以及甘草、芦荟、葡
萄籽等植物提取物，可提
高皮肤抗氧化能力，起间
接防晒作用。
防晒化妆品使用原则：
可能受 UV 照射的室内
选 SPF15/PA+以内的产
品；阴天或树荫下的室
外活动，选
SPF15~25/
PA+~++；直接在阳光下

活动，选
SPF25~30+/
PA++~+++；雪山、海
滩、高原等环境或春末、
夏季阳光下活动，使用
SPF50+/PA++++；如活
动涉及出汗或水，应选择
防水抗汗类产品。涂抹产
品宜在出门前
15分钟，
每隔 2~3小时重复涂抹，
量以1分硬币大小涂于全
面部为宜。
系统性光保护剂。口服
药物或食物补充剂，通过
对抗光氧化损伤、修复细
胞膜和DNA、减少炎症反应
等途径，减轻光损伤。平
时不妨吃些番茄、西瓜、
猕猴桃、葡萄、红薯、丝
瓜、牛油果等果蔬和薏
米、腰果、核桃、鱼类
等。具有防晒作用的中草
药有杏仁、红花、桃仁、
菊花、甘草、山楂、芦
根、黄芩、金银花、山茱
萸、党参、肉桂、丹参、
苦参、芦荟等，但必须根
据身体情况，不宜盲目“
进补”。一些药物如维生
素 C/E、烟酰胺、非甾体
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等必
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特殊人群如何防晒？6个
月的婴儿应采取规避性和
遮盖性防晒，不建议使用

防晒产品。6个月至 2 岁
以衣物遮盖防晒为主 ，也
可挑选SPF10/PA+以内的
物理性防晒产品。6岁以下
儿童不适合长时间戴遮阳
镜。当儿童在阳光下的阴
影长度短于身高期间都不
宜过度室外活动。老年人
长时间在阳光下活动应采
取合理的防晒措施减缓皮
肤衰老，预防皮肤肿瘤。
孕妇使用防晒剂虽可保护
皮肤，减少黄褐斑发生率
或阻止妊娠期皮损进一步
加重，但防晒剂配方应更
加简单，风险评估要求更
高。一般来说，一天中最
适合晒太阳时间段是上午6
时~10时和下午4时~5时。
需提醒的是，服用光敏
性药物后要避免晒太阳，
否则在光照刺激下，可能
引发人体过敏性反应，如
皮肤瘙痒、红斑、水肿，
严重者可引起水疱，溃破
后形成糜烂或溃疡。另
外，有些人涂防晒剂也可
能引起过敏反应，应立即
停止使用该产品，严重者
及时就医。对化学防晒剂
过敏者首选遮挡防晒和无
机防晒剂。凡事要有度，
过度防晒会影响维生素 D
的生成。▲

肾脏就像一座净水工
厂 ，一 天 要循 环 滤过 全 身
血液高达30次，将体内代
谢 废物 清 除出 去 。肾 脏 还
负责调控血液pH值、血容
量 ，并 产 生多 种 激素 ， 促
进 红细 胞 产生 和 保持 骨 骼
健康。
肌酐是正常代谢产物，
主 要由 肌 肉产 生 ，通 过 肾
脏 排泄 。 因此 ， 血肌 酐 是
血 液生 化 检查 中 提示 肾 功
能 的主 要 指标 ， 升高 通 常
提示肾功能损伤。
由于血肌酐受性别、
年 龄、 肌 肉量 、 饮食 及 代
谢 水平 的 影响 ， 临床 上 根
据 血肌 酐 计算 的 肾小 球 滤
过 率可 更 准确 地 反映 肾 脏
功能。
人体中，每个肾脏约有
100万个肾单位，且具有
强 大的 代 偿能 力 ，即 使 部
分 受损 ， 其他 肾 单位 仍 可
通 过“ 额 外工 作 ”维 持 血
肌 酐稳 定 。于 是 ，在 肾 脏
疾 病早 期 阶段 ， 患者 大 多
没 有不 适 ，等 到 出现 明 显
症 状时 ， 病情 往 往已 发 展
至严重阶段。
以血肌酐为参考指标，
当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
超过1/3时，血肌酐才出
现明显上升；当肌酐200

多 时， 肾 脏已 处 于中 度 损
伤 ，但 剩 余的 肾 单位 还 未
崩溃。
如果患者及时发现，在
医 生指 导 下治 疗 原发 病 ，
控 制好 并 发症 ， 可延 缓 损
伤 进展 ， 有望 使 肾功 能 保
持长期稳定；如果未能
干 预， 剩 余肾 单 位数 量 将
进 一步 减 少， 即 使超 负 荷
运 转也 难 以维 持 肾脏 正 常
工 作， 肾 性高 血 压、 肾 性
贫 血、 酸 碱失 衡 等并 发 症
开 始出 现 ，肾 功 能逐 步 恶
化，向尿毒症进展。
因此，健康人群如果
出现小便频次、颜色、
性状改变、夜尿增多、
小便减少，眼睑或下肢
浮肿等症状，应及时进
行尿常规和肾功能相关
检查，可尽早发现肾脏
疾病的早期迹象；一旦
发现尿蛋白阳性、尿红
细胞或白细胞增多，且
提示血肌酐增高，要及
时到肾内科就诊。
肾病患者更要定期监测
肾功能，最好1~2个月查
一次；即使肌酐超过200
， 也不 要 放弃 ， 仍要 配 合
治 疗、 积 极锻 炼 身体 ， 争
取 在这 个 “关 头 ”延 缓 疾
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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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的挑了挑眉，“你想在这
里跟我坐到天亮吗？”
这话让她羞红了脸，连忙打开
车门跳下车，一路跑进四季花香。
回到家，进了房间，齐夏天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出手机，看莫颐晙传了什么简讯
给自己。
我从来没想过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滋
味，看着那个人，却还想着她，难怪恋
爱中的男女总是依依不舍，这就是我现

他

小说天地

在对你的心情。
别说你不相信我是真心的，以前，
我也绝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
己身上，可是我遇到了，我的心完
全被你牵着走，只能接受了。
她背靠着房门，缓缓滑落、跌坐在
地板上。
这个可恶的男人，根本就是个甜言
蜜语的高手，这么一小段话就乱了
她一池子春水……怎么办？
醒来第一件事，想着你，昨晚是否
一夜好眠？
我睡不好，心思一直缠绕着你，给
我机会对你来说，真的有这么难吗？我
真的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为一个女人如此忐
忑不安，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这样的折
磨？
这样的简讯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威胁，
却教齐夏天的心都融化了。
“他是真心的吗”这已经不是她在意的
问题，此刻真正要面对的是……她的心

CERITA BERSAMBUNG

意究竟是什么？
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心，不得不承认这个
男人让她心动了。
她想放下过去，想走进这个男人的世
界，想多认识他在花花公子的面具下，
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灵魂。
那个灵魂是不是真的散发着轻柔淡雅的
百合花香？
这还是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这么强
烈的好奇心，想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可
是，一旦跨出这一步，她就再也没办
法回头了，如果有一天她的大哥哥出现
了，怎么办？
说到底，她对过去还有牵挂，因此迟迟
不敢响应内心的渴望，走向他的世界。
低头看着手机，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他传
来的简讯，一颗心摇摇摆摆，不知道该
接受他，还是拒绝？
“最近真的很稀奇喔，假日一早就可以
在蛋糕森林看见你。”阎秋天端着早餐
在她的对面坐下。
跳出简讯的画面，齐夏天将手机收进口

当你难过的时候，尽快调
整自己的心态。
给自已一个，傻笑也是好
的。
告诉自己，请开心的生
活。

然知道三哥哥真
正的用意在于保
护她，可是他一
再泼冷水，真的让人很生
气。“我能不能助刘刺史
破案，还不知道。”
“刘刺史根本不想破
案。”张柏斌没好气的
说。
张水薇恼一瞪。“你又知
道了。”
“赵远，你同意吗？”张
柏斌斜睨着赵平澜。
“刘刺史确实不想破
案。”赵平澜平静的道。
张柏斌第一次对赵平澜真
心展露笑颜。这个家伙还
真识相！“听见了吧，我
们难道会比你看得还不清
楚明白吗？”
“你们也许看得比我还清
楚明白，可是，那又如
何？我说了，我只想在能
力范围内做能做的事，结
果如何，就交给上苍。”
“你……”他被妹妹的顽
固气得说不出话来。
“三少爷，小姐想做什么
就让她做什么。”一顿，
赵平澜无视于张柏斌想杀
了他的目光，有感而发的
道：“人生在世，真正要
求的是无愧于自己。”

虽

我

张柏斌顿时消了气。是
啊，妞妞真的撒手不管，
她会一直愧疚，觉得对不
起自个儿的良心，默默折
腾自己，岂不是更亏了身
子？
“三少爷放心，我会仔细
照顾小姐。”赵平澜又补
了句。
张柏斌不想瞪人都不行，
多了这个像伙只会教他更
不放心。
“这一次我们在应州城待
一晚就回来。”张水薇连
忙道。
“若不是担心累着你了，
我还盼着你验完尸就回
来。”
闻言，知道张柏斌已经答
应了，张水薇撒娇的扯了
扯他的衣袖。“三哥哥放
心，除了停尸馆和客栈，
我绝不会在应州城四处溜
达。”
张柏斌不甘愿的撇嘴。“
快去快回，若是少了一根
头发，我会宰了某人。”
可惜某人完全不予理会，
只当小狗乱吠，他转身退
出去通知鸿叔，请鸿叔先
收拾马车，而沦为小狗的
男人气得瞠目结舌，恨不
得追出去狂扁一顿，手上

道：”不错，在地上铺上沙，
让隐身人在沙上走过，根据足
印判断他在何处，然后给他一
枪，于是隐身人倒地死去，是不是，但
是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
杰克冷冷地道：”你认为不可能么？”

却突然多了一只小白猫。
“我不在，小小就托给三
哥哥照顾了。”
张柏斌瞬间蔫了，他最害
怕这种小玩意儿，好像轻
轻一捏，它的小命就会不
小心葬送在他手上……他
突然有一种感觉，未来两
日他受的折腾会比妹妹还
大。
从宜县赶到应州城，再直
奔停尸馆验尸，最后住
进客栈，张水薇显然累坏
了，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可是她并未直接进入厢房
梳洗睡觉，而是跟着大家
一起用膳。
回到厢房，张水薇走到窗
边，将窗子打开，冷风迎
面扑来，可是，她一点也
感觉不到寒意。
“小姐，我让伙计送热水
进来？”伊冬赶紧靠过去
将窗子关起来一些。
张水薇摇了摇头，一句话
也不说。
“小姐要不要吃点心？”
说完，伊冬懊恼的轻拍嘴
巴。笨啊，不是刚刚吃饱
吗？
张水薇还是不发一语的摇
摇头。
伊冬急了，可是又不知道
如何是好，就在这个时候
她看见某个碍眼的家伙。
“你怎么还在这儿？这儿
不用你了，你可以回房安
置了。”
伊冬一看到赵平澜就哀
怨，不过去厨房混个几
日，她在小姐身边的位置
就教他占了，这还不够，
又弄了一个爱撒娇的小盟
友……一想到小小，她更
呕，它简直成了张家二小
姐！

(36)

我道：”当然可能，但
首先你要发现他，知道
他的所在，其次，要他
站着不动，更不用他那
在一秒之内可以放射十
发子弹的快枪！”
杰克也站了起来，瞪着
我：”那只是困难，不
是不能！”
我道：”是的，只是困
难，你试试上天下地，
去找一个根本看不到的
人吧！”
杰克仍是望着我，过了
好一会，他才道：”卫
斯理，我未曾和你合作
过，但是听说你是一个天
不怕地不怕的人，为甚么这一次，你退
缩得这样厉害。”
我呆了半晌，道：”是的，我过去不曾
怕过甚么，我甚至和土星人作过对，但
是我可以看到土星人，如今，我看不到

宇

文屏今年到得稍迟，卫天衢因这
十多年来面壁苦参，功力已在宇
文屏之上。
静中更能生明，耳目之灵，已臻极致。
一出洞口，便已看出古松之上，藏得有
人。
等到葛龙骧激于义愤，挺身而出，他那
凤目重瞳的英挺丰姿，竟与葛琅当年一
模一样。
再加上问出姓葛，又是诸一涵门下弟
子，宇文屏才断定他就是昔年秋菊腹中
的葛琅骨血，而用“蛤蟆毒气”和“万
毒蛇浆”，立下杀手。
幸好东海神尼觉罗大师及时赶到，在鹤
背之上，遥发“法华金刚掌力”，与卫
天衢的五行掌上下交会，震散“蛤蟆毒
气”和“万毒蛇浆”，并使宇文屏略受
内伤，仓促遁去。但葛龙骧已然嗅入毒
气，颊上并也沾了几点毒浆。
虽经灵鹤驮来觉罗岛上，以宇文屏自炼
解毒灵药和神尼的“杨枝净水”外洗内
服，人已康复；但这颊上疮疤，如无特
殊灵药，恐怕是要抱憾终身的了。
葛龙骧静静听完，泪流满枕，但却一声
不出。心想，自己怎样上得衡山，归人
恩师门下十八年来，恩师和师兄对此从
未提起。但由自己初谒冷云仙子葛青霜
时的那种心灵感应揣测，她老人家必然
是自己的极亲之人无疑。
看这卫天衢辞色极为诚恳，所说当无虚
言。然则自己生身之母，是生是死？现
在何处？伤愈回归大陆之后，先谒父
墓？还是先觅生母？还是先禀恩师？还
是先找黑天狐字文屏报仇雪恨？还是
先寻龙门医隐、独臂穷神等人，合议行
事？这一连串的问题，孰先孰后，搅得
葛龙骧脑中紊乱已极。
卫天衢见他半晌发怔，以为是难以和自
己相处。
因葛龙骧先前所抛却的降魔铁杵，业已
捡回带来，恰好就在榻边，遂顺手取
起，向葛龙骧慨然说道：“葛小侠不必
为难，卫天衢自知孽重，我自尽谢罪便
勃拉克，我根本看不到他！”
我一面说，一面激动地挥着手，忽
然，”拍”地一声，我的手碰到了一样
甚么东西，在我的感觉，那像是一个人
的手臂。
然而，在我手臂可以碰到的范围之内，
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我神经质地怪叫了一声，立即向后退出
了一步，杰克也听到了那”拍”的一
声，他的面也青了，他呆了一呆，立
即抓起一瓶蓝墨水，向前抛了出去，”
叭”地一声，蓝墨水瓶跌在地上，墨水
洒了一地。
他连忙拔枪，我则举起了一张椅子。
在那瞬间，我反倒镇定了许多，因为我
知道，勃拉克在这间房子中，他当然是
一直跟着我，所以才会来到这里。
而我的神经，还能够镇定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勃拉克显然未曾带着武器。
因为他如果带着武器的话，那我们便应
该可以看到一柄枪在悬空游荡了。
而如果靠徒手肉搏的话，那我相信，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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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懒洋洋的抬头看着好友，“晚上
没睡好，胃有点不舒服，索性早起过
来吃早餐。倒是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
晚？”
“冬天到了，早上总是忍不住在被窝里
面多待一会儿。”阎秋天端起热腾腾的
咖啡喝了一口，感觉精神都来了。“什
么事让你又失眠了？”
微微倾身向前，她压低嗓门道：“还记
得我上次提过的那个花花公子吗？”
“身上拥有百合花香气的那个男人
吗？”阎秋天的反应很快。“他在追
你？”
齐夏天别扭的点点头，想到自己曾经说
他们两个绝不可能，真是难为情。
阎秋天两眼闪闪发亮，“怎么了？你心
动了？”
“如果因为他而错过大哥哥，我会不会
后悔？”
“你应该问自己，错过这个男人，你会
不会后悔？”

(27)
了！”说罢举起降魔铁杵，回手便往头
上打去。
葛龙骧忙自榻上跃起，夺下卫天衢手中
铁杵，含泪说道：“卫老前辈休要错会
晚辈之意，昔年之事，罪过均在妖妇字
文屏一人，老前辈义助家母，又对晚辈
有救命之恩，怎敢以怨报德，务请释
怀！”随即把方寸心中所思、踌躇难决
的几项问题，向卫天衢说明。卫天街慢
慢说道：“依我之见，葛小侠还是先行
禀谒你师尊为要。因为你既能得列衡山
门墙，则你母亲下落，不老神仙诸大侠
应该知晓。何况方才我所述昔年隐秘，
你恩师、师母定然尚未完全探出，不然
绝不会容宇文屏活到现在。早点禀明，
使两老人家释嫌和好，携手同出，扫荡
群魔，则不但为江湖造福，卫大衢心中
也可略安。至于我本人，葛小侠既然度
量宽宏，则卫天衢仍留此待罪之身，俟
你将来恩仇了结之时，听凭武林公断便
了。”
葛龙骧接口说道：“卫前辈十八载空山
面壁，已然悟彻是非，明心见性，怎对
昔年被诱失足的无心之失，这样放它不
下？从此请再休提。先父墓地所在，前
辈适才未见道及，拟请赐示，晚辈离此
便须前往祭奠。”
卫天衢一声长叹说道：“‘一失足成千
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一步走错，
不管你有心无心，均足为终身憾事。
所以先前我说你面貌虽留缺陷，未必非
福，即是此理。令先尊归隐绍兴，墓地
就在会稽山上，巍峨雄壮极为好寻。你
往祭之时，令尊泉下倘知跨灶有儿，亦
当含笑。”
葛龙骧听这卫天衢昔年误饮药酒，失足
成恨，一直愧悔至今，犹自排遣不开，
不由想起开封旅店之中的那几杯冷茶，
和崂山大碧落岩缪香红所居万妙轩中的
那些销魂声色，又复惊出一身冷汗。向
卫天衢问道：“这觉罗岛位居何处？晚
辈既明本身来历，心切亲仇，恨不得插
翅飞返大陆。禀明恩师之后，立时找寻
宇文屏妖妇，将其碎尸万段。还有那位
东海神尼的救命深思，也应叩谢，老前
辈为晚辈引见如何？”
卫天衢笑道：“宇文屏行踪隐秘不易搜
寻，你报仇之事，虽然天道昭昭，循环
不爽，但非朝夕可致，不必如此心急。
觉罗大师既号称东海神尼，此岛自在东
海。但四周礁石极多，波涛险恶，寻常
舟船，难以到此。你欲返彼岸，恐还须
藉大师所豢灵鹤之力相送不可。大师当
代奇人，足迹已近四十年不履中原，功
力之高，不可思议，此时功课未毕，不
可惊扰。少时拜谢，若能虚心求教，或
可另得益处，就看你的缘法如何了。”
卫天衢话音刚落，觉罗大师已在外室接
口笑道：“卫道友与葛小侠这一席长
谈，时已入夜，贫尼功课早完，尽管请
出相见。”

(78)
拉克绝不是我的对手，因为我是受过
严格中国武术训练的人，我双臂用力一
振，将那张古老的木椅，拉成了两半，
向前抛了出去，同时叫道：”放枪！”
杰克显然也给吓慌了，他多年特种工作
所养成的镇定，也不知去了哪里，他慌
张地放着枪，有一枪，几乎射向我这边
来。
而听到枪声，推门进来时，他的属下更
差一点成了枪下的冤魂。
门既然已被杰克的属下打开，杰克也停
止了放枪，我们俩人，互望了一眼，我
道：”他一定已经中了乱枪么？”
那个一进来便伏在地上的情报员，这时
才站起身来，睁大了眼睛，道：”谁？
谁走了？”
更多的人涌向门口，杰克厉声道：”快
退出去，快退出去，将门关上。”
那些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杰克和我们两
个人是不是发了疯，他们终于还是服从
了命令，退了出去，将门闭上。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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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轮回，例
如：宇宙物理的运转是轮回，善
恶六道的受生是轮回，人的生死
变异也是轮回。
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全球佛学会考 云端写佛教新猷

文明社会
文／星云大师
有人说：文明的社会就是「
真善美的境界」，它具有四个条
件，如果能重视，就会让我们的
人格、形象，提升到一个真善美
世界。
第一、衣着是社交的礼节：
俗云：「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适当的穿着打扮，除了代表尊
重与重视之外，也是一种身分认
同的表征。我们在社会上与别人
往来，比方参加宴会、典礼、会
议等种种社交场合，都需要重视
衣着。衣冠整齐是一种礼仪的表
现，如果不修边幅，便是失礼。
而且，整齐、适宜的衣著，不但
是社交的礼貌，也关系到个人的
形象。
第二、轻声是文明的象征：有
的人一开口讲话，粗声、大吼、
肆无忌惮，甚至到处吵杂、扰乱
安宁、干扰别人的谈话，这是最
没文化，最没教养的表现。新加
坡的政府规定，餐饮时不可以大
声喧哗，因此，即使数千人的宴
会，也是一片宁静祥和。轻声慢
语，除了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
文化，和人民的教养，更是文明
的象征。
第三、微笑是室内的阳光：中
国人说：「见面三分情」，大家有
缘相见，脸上要经常挂著微笑。同
事一天见面两、三次，能够多几次
微笑，表示友善与沟通，不但能
使彼此相处愉快，也能减少摩擦冲
突。世间上最美的就是笑容，一个
人即使长得很美丽庄严，但没有一
点笑容，像僵尸一样面无表情，也
不名为美人。真正的活人，脸上都
会挂著微笑；微笑就是阳光，能让
人感到温暖喜乐。
第四、信任是成功的朋友：我
们和别人相处，能信任对方吗？
人际相处，如果对这个不信任，
对那个也怀疑，到最后会连一个
朋友都没有。有些领导者和干部
之间，平日看似合作无间，实则
互信基础不稳，一旦患难危急，
信赖感便破裂，而导致无法弥补
的悲惨结局。所谓「用人不疑」
，三国时代的吕布，便是活生生
的例子。人之相知最重要的就是
信任；信任一个人，他会死心塌
地的效忠你，所以，信任是成功
的朋友。
适宜的衣着、优雅的语言、
真诚的笑容，以及全然的信任，
不但能使我们享有优质的生活品
质，也是文明社会的最佳表现。
这四点不能忽视：
第一、衣着是社交的礼节，
第二、轻声是文明的象征，
第三、微笑是室内的阳光，
第四、信任是成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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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社记者连忆兰综合报
导】国际佛光会2021年首度全球
线上佛学会考，9月全球同步盛大
登场，考场横跨五大洲58个国家
地区，试题以佛光山开山星云大
师《佛法真义》为范畴，深入人
间佛教理念，总计4万佛光人、民
众，经线上Google系统，限时进行
网路作答，因应跨时区、克服语
言障碍，动用中、英、法、印等
8种语言，试卷版本近50种，为佛
教写下历史新页。
台湾地区无畏台风搅局，在中
华总会、各分会推动下，9月12日
也首度线上与纸本同步举行，佛
光山辖下44个道场、台北指南宫
和花莲四维高中等共襄盛举，其
中不乏祖孙三代、四代报考并共
读，总人数逾2万3000人，组别有
成人与儿童组，今年增设台语听
写组。因应防疫措施，道场实体

防疫说蔬

全家团聚包饺子
文／吴一忠
新冠疫情持续延烧，为了减少
染疫风险，只能待在家少出门。
我不贪爱美馔佳肴，吃得很简
单，随意炒道菜或煮锅罗汉斋，
维持色身基本营养即可。但民以
食为天，解决吃的问题是首要，
总不能让家人饿著，或每天吃泡
面，这就必须费点心思。
因应防疫警戒政策，我到传
统市场采购一星期份量，预估足
够三餐之用，肚皮要先照顾好，
这是「一家之煮」的责任。但千
虑恐有一失，遇到存粮不足时，
要有适当对策，才不会临时开天
窗，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
有巧妙不同」，我的做法是--包
水饺。
市场购买素鸭数斤，当成「
伪肉类」，以迎合孩子的口味。
内馅高丽菜、大白菜、瓠瓜、丝
瓜皆合适，依个人嗜好或当季盛
产皆可，搭配香菇、芹菜、红萝

考场遵守政府防疫相关规定。

信仰传承 扎根家庭
参加年龄从6岁到96岁的老人
家，乃至有一位年轻妈妈，才
刚诞生宝宝，产后第二天就来应
考。
「全球佛学会考是让社会大众
阅读星云大师《佛法真义》，深
入佛法与人间佛教理念。」国际
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吴钦杉
表示，希望人人生活书香化、佛
化生活化。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
培法师表示，《佛法真义》建立
佛教正确的认识，有正确观念，
学佛不偏颇，人生道路有智慧。
希望每一年都有一次佛学会考，
共同阅读的材料，希望能如星
云大师期望「深入经藏，智慧如
海」。
卜、香菜、木耳、豆乾等，先把
食材备妥，购买相对重量的水饺
皮。
首先将素鸭切丁，因为是油炸
制品，若担心太过油腻，可稍微氽
烫一下。蔬菜、香菇等食材切碎，
红萝卜或瓠瓜刨丝，加入少许盐出
水备用，几分钟后挤出盐水，配
料添加适量的酱油、盐、胡椒粉、
五香粉、香油等，充分搅拌均匀，
放入冰箱冷藏片刻，比较具有黏Q
性，接著就可开工了。
全家围在饭桌旁，一起动手包
水饺，分工合作聊天谈心，除了
增进感情，凝聚向心力，也不用
担心群聚危险。在欢乐笑声中，
水饺包好后，锅中放入水烧开，
依照「三点水」的煮法，起锅时
一看成品，皮薄馅多晶莹透明，
红绿白颜色鲜艳，让人食指大
动。
俗话说：「舒服不过躺著，好吃
不过饺子。」想要吃饱又吃巧，就
包些水饺冷冻起来，饿了随时煮上
几颗，可当正餐及宵夜，再来碗番
茄青菜豆腐汤，不但果腹止饥，省
钱安全，兼顾卫生营养，可说是防
疫最好的选择。

世界行旅

自由
文与图／陈伟哲
挪威奥斯陆是一座包容性极
大的首都。步行穿越奥斯陆歌剧
院附近的大道，不难发现那成堆
的办公大楼出人意料的摩登且精
致，漫步久了还会产生逛画廊赏
艺术品的错觉。
它们积木一般没有固定规格地
端坐，虽然清一色是钢骨水泥，
但它们披上自由的设计顿悟了路
人，原来建筑也能砌得如此别
致；同时也改变了外行人对建筑
学的古板印象。
也因为奇形怪状，我可以在
歌剧院待上良久，除了摄影机吃
力地喀嚓喀嚓，当然还有健步声
穿插断断续续的引擎声迎面，一

挪威奥斯陆歌剧院一带壮观并有著
对立美感的建筑。
个文明刚起身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的。
北欧的阳光真善良，不太刺眼
反而供我更清晰的目光，好好欣
赏大楼外观的细节。我容易对新
鲜事产生兴趣。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许多新
颖的东西会不断诞生刺激我们，
接受新的观点和美学显得十分重
要。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传统和
进步之间遇上平衡点，不偏不倚
自由地去喜欢该喜欢的事。

金光明区各分会、童军团，以
及青年团卯足全力广邀会员、家
属及佛光之友等900人应会考试，
多位莺歌里长认为跟上潮流学习
云端考试，新鲜有趣，透过阅读
题库，对佛法有基本认识。
法宝寺佛光人全体总动员近千
人热情参与，法宝寺住持妙咏法
师说，考试让全家齐聚，验证学
习成果，广传佛法。苗栗督导区
逾200人报名，总会监事张清川等
多个家族，强调信仰传承菩提种
子要从小扎根。

行解并重 提升自我
中区协会台中一至三区佛光人
线上以法相会，南屯二分会督导
郑□分说：「精选重点认识佛法
的真义，能和全世界大众共结法
缘。」逾90位会员及非会员研读
佛法与家族15人。

国际佛光会2021年首度全球线上佛
学会考，9月全球同步盛大登场，考场
横跨五大洲58个国家地区。
图／南天寺提供
南区福国寺信众、佛光家庭、
社团等近440人参与。中华总会理
事蔡国华发动亲友团、读书会、
扶轮社近60人。另外，普贤寺逾
700人、慧慈寺250人，还有佛光
山丛林学院等共同砥砺，悠游法
海。
台东督导区10个分会近300人
报考，年龄从国小儿童至80岁长
者。日光寺监寺慧无法师说：「
考试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在佛法
上用功持之以恒，提升自我，福
慧双修。」参加金刚寺的台东大
学学生庄睿闳表示，经佛学会的
研读中，可体悟佛法和生活的结
合，是处世的良方。

幸福路上

体贴儿媳辛劳 婆婆说善意谎言
文?接舆 图?洪昭贤
妹妹最近和她的婆婆有些不愉
快，来找我诉苦。
起因是妹妹自嫁入婆家近20
年，从未进厨房煮过一顿饭，都是
婆婆负责三餐的吃食。原本是婆婆
体恤妹妹上班辛苦又有业绩压力，
下班之后还要拜访顾客，所以自然
而然就把煮饭这件事揽在身上，近
20年来都是如此，彼此也都习惯
了。
谁知最近一个久未见面的亲戚
来访，见到婆婆在煮饭，就很诧异
为何不是媳妇煮？婆婆跟她说，其
实平日都是媳妇在煮的，想亲戚多
年未见，就亲自下厨煮几道好菜款
待她。妹妹听闻很不是滋味，觉得
为什么媳妇就要煮饭？婆婆是不是
积怨很深，才会口出此言？
我告诉妹妹应该感谢婆婆，这
善意的谎言，无非就是让她往后在
亲族间不被指指点点，因为传统观
念里媳妇煮饭天经地义，这是短时
间是无法改变的。嫁入传统家庭的
她，真的要好好感谢婆婆。妹妹听
了之后才释怀些，还说回家路上要
买婆婆最爱吃的绿豆糕给她。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会讲善
意谎言的婆婆。
当初我一结婚就怀孕，因为孕
期的种种不适，根本也没有煮过
饭。坐完月子后，想著我应该要下
厨了，正准备洗手做羹汤，婆婆见
状，马上跟我说饭还是她来煮，要
我专心照顾孩子。所以，我还是不
曾准备过三餐。
有一天下班回家，家里来了客
人，是婆婆的老同事，我虽见过几
次面但不是很熟，和她点头打过招
呼后，就去换衣服洗手。洗过手后
我去逗弄儿子，没想到婆婆这位老
同事竟毫不客气地当面问我：「
你为什么不去煮饭？」让我一时语
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婆婆说话了：「三餐都
是媳妇在煮，现在才五点，是要煮

什么啦！」那位同事才「喔」了一
声没再多说，但当场我还是有些尴
尬。
等到同事离开之后，婆婆跟我
说，她这个同事想法很传统，要我
别介意。同时告诉我：「你白天上
班很累，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小孩，
煮饭的事不用放在心上，只要顾好
孩子就好了。」
感谢婆婆的体谅，为我说了善
意的谎，希望妹妹也能善解婆婆的
苦心，有这样的婆婆，是为人媳的
福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