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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3℃

泗水	 晴天	 25-34℃

棉兰	 晴天	 23-34℃

登巴刹	 云天	 24-32℃

坤甸	 云天	 25-33℃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10日）

累计确诊 :4,227,932 例
疑似患者 ： 331,377 例
新增病例 :      894 例
累计死亡 :  142,651 例
累计治愈 :4,060,851 例

宜	 破屋坏垣

忌	 开渠	放水

生肖相冲	狗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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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以后将被全面

禁止使用地下水。

巴苏基阐述，雅加达
的地面沉降情况越来越严
重，尤其是在雅加达北
部。若不采取必要措施，
预测将来雅加达将面临沉
没的命运。

PUPR部国民住区局长戴
安娜（Diana	Kusumastuti）	
表示，中央政府已呼吁雅
京特区政府确保供应民众
清洁用水，因为民众以后
将被全面禁止使用地下
水。

PUPR部长巴苏基上周一
（10月4日）在雅京办公
室说，“一些研究称雅加
达地面正继续以平均每年
10至12毫米的速度下沉，
原因是除了集水区让水分
能渗透的土地越来越少，
大量抽取地下水让雅京地

面日益下沉，北雅加达珊
瑚新村最为严重，这是因
为该地区离海岸线很近，
那里的地下水也大量被使
用。”

他继续说道，地下水
是充填地下土壤沙子的孔
隙，如果地下水被抽取，
导致地下土壤沙子空洞，
而负载就会导致土壤表面
下降。因此，停止或减少
地下水使用是防止雅加达
沉没的预防措施之一。

巴苏基解释说，为了要
求民众停止抽取使用地下
水的替代方案，政府将致
力于建造水库以确保水源
充足供应，致使民众停止
使用地下水。

巴苏基上周一（4日）
在PUPR部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目前PUPR	
部已针对这方面议题进行
讨论。将来有几个水源可
以使用，例如从佳地鲁
呼尔(Jat i luhur)和塞尔彭
（Serpong）兴建自来水储
蓄水库，希望能在2024年
竣工。

尽管政府要拨出大量资
金，戴安娜认为这一努力
必须实现。耗资非常大，
政府将选择采用公共部门
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PPP)
进行，而不仅仅是	 PUPR	
部，还有 	 雅京特区政
府、勿加西地方政府、加
拉横地方政府，还有财政
部，”戴安娜这样说道。

目前PD	 PAM	 Jaya自来
水公司为62%市民提供清
洁的水，其余的依然使用
地下水。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就气候变化发表讲
话中提到，印尼首都雅加
达可能在未来	 10	 年内就
沉没。

其实印尼中央政府长
期以来对国家首都沿海综
合发展（PTP IN）项目进
行了规划。一期建设沿海
和河口堤防，为降低洪水
和潮汐洪水风险，防止地
下水位下降，建设了20.1
公里长的沿海堤防，保护
重点地区免受潮汐洪水侵
袭。截至	 2019	 年，公共
工程与住房部已建设沿海
和河口堤防达到	 4.83	 公
里，2020	年至	2022	年将
沿着	 3.75	 公里正在进行
施工。以后，将继续发展
国家首都沿海综合发展第
二阶段计划，这项计划通
常被称为巨型海堤（Giant	
Sea	 Wall），在雅加达湾
兴建巨型海堤工程，用作

防止雅加达地面持续下沉

政府呼吁市民停止或减少抽取地下水
【罗盘新闻网讯】公共工程与住房部

（PUPR）部长巴苏基.哈迪慕里约诺(Basuki 

Hadimuljono)说，随着雅加达首都因地面持续

沉降而面临沉没威胁，这需要中央政府给予更

多的关注，并亟需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雅加达地

面持续沉降，因此呼吁某些地区必须减少或停

止使用地下水，特别是雅京 茂物 德博丹格朗

和勿加西（Jabodetabek），包括加拉横（Kara-

wang）地区。根据一些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地下

水超量使用导致雅加达地面下沉的主要原因。

一些研究称雅加达地面正继续以平均每年10至12毫米的速度下沉

【安达拉通讯社】我国
再次引进2,000,700	 剂辉
瑞（Pfizer）疫苗成品，并
将直接分配至全国12个省
份。“政府持续购买新冠
疫苗是为了维持国内疫苗
库存。目前，我国收到的
新冠疫苗为280,527,920
剂，既有原料疫苗，也有
现成疫苗，”印尼卫生部
新冠疫情疫苗接种发言人
西蒂•纳迪亚•塔尔米齐
（Siti	Nadia	Tarmizi）	周
日（10日）在一份书面声
明中如是写道。

她接着说，这第87批新

冠疫苗通过万丹省苏-哈
国际机场和东爪哇泗水朱
安达国际机场运抵。

通过苏哈国际机场的疫
苗将分发给廖内群岛省、占
碑省、朋古鲁省、廖内省、
北苏省、亚齐省、东努沙登
加拉（NTT）、南加省、西
努沙登加拉（NTB）、哥伦
达洛省和西爪哇省。而通过
朱安达国际机场运抵的疫苗
将分发到东爪哇省。

西蒂•纳迪亚表示，政
府继续优化加速各种品牌
新冠疫苗向全国所有地区
分配，包括直接分发到全

国各省，以缩短分发运输
链，使疫苗接种能够到达
偏远社区。

西蒂坦诚，仍有一些地
区疫苗接种覆盖率仍非常
低，包括对老年人进行一
剂和二剂疫苗接种，例如
西苏门答腊、亚齐、巴布
亚和北马露姑省。

“政府希望可以根据每
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或遇到的
疫苗接种障碍制定策略，根
据各自地区的疫苗供应情况
来增加对这一弱势群体的疫
苗接种覆盖率。”她这样说
道。（v）

我国再次收到200万剂辉瑞疫苗成品

使用印度尼西亚货运飞机，我国再次获得2,000,700 剂辉瑞疫苗成品。

【印尼CNN雅加达讯】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拟
订指标，明年的税收收入
将增加139.2兆盾。她乐观
地认为，这可以通过实施
税收法规协调法(UU	 HPP)
来实现。

这个数字是假设明年
税收收入可以达到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9.22%的
范围，即15 1 0兆盾。以
致税收收入有望能够达到
1649.2兆盾。											

日前，她在在线新闻发
布会上说，“我们希望藉着
该税收法规协调法，2022年
最低130兆盾的额外收入，
这意味着把我们的税率提
高到GDP的9.2%。”

而若没有税收法规协调
法的话，则明年我国的税
率指标仅占GDP的8.44%
而已。

丝莉.慕利亚妮乐观地表
示，税收法规协调法能够提
高在税收方面的国家收入，
在2025年的指标再次加以提
高至GDP的10.12%。

在同一场合里，副财
政部长苏阿哈希尔.纳萨
拉(Suahasil	 Nazara)补充
称，从20 2 2年4月1日开
始，我国的潜在额外税收
收入来自于把原来的10%
提高到11%的增值税(PPN)
税率。

然后，从2022年1月至6
月实施的第二轮税收特赦
计划。此外，从明年开始，
对超过50亿盾个人所得税
(PPh)组提高至35%。

他总结说，“因此，我
们确实看到2022年的税收
收入有可能增加到近140
兆盾，且2023年有可能再
提高到15 0兆盾至16 0兆
盾。”(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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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至
10月10日，过去24小时，
印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894
例。截至10月10日，全国
累计病例升至4,227,932
例。过去24小时，单日新
增死亡病例39例，累计死
亡病人数142,651例,死亡
病率3.37%；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1,584例，全国累
计治愈患者已达4,060,851
例，治愈率96.04%。截
至10月10日，现有治疗中
活跃病例降至24,430例

（0.58%），病毒检测样
本219,649人，单日病毒检
测阳性率为0.40%，全国
疑似患者为331,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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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例，其次
东爪哇省新增128例，接
着中爪哇省新增83例，西
爪哇省新增63例，东加省
新增46例，西加省新增40
例，日惹特区新增36例，
巴厘岛新增病例36例，苏
北省新增34例,北加省新
增30例，邦加勿里洞新增
26例，东努省（NTT）新
增26例，南苏省新26例，

亚齐新增23例，中苏省新
增19例，廖内省新增15
例，楠榜新增15例，中加
省新增15例，万丹省新增
13例，南加省新增13例，
北苏省新增病例11例，西
努省（NTB）新增8例，西
苏省新增8例，北马露姑
省新增7例，巴布亚新增
6例，占碑省新增5例，
廖内群岛新增5例，苏西
省新增4例，苏南省新增
4例，东南苏省新增2例，
哥伦达洛新增2例，马露
姑省新增2例，西巴布亚
新增2例，朋古鲁省新增
1例。（v）

通道和抵御海水入侵的功
能。然而，该项目尚未开
工建设。公共工程与住房
部解释说，巨型海堤项目
的开发仍在等待进一步的

研究。
巨型海堤是韩国和荷

兰的联合资助项目。目前
在前期设计过程和设计细
节中，还在等待中央政府

的政策，这需要庞大的预
算。PUPR部水资源总局河
流和海滩主任鲍勃（Bob	
Arthur	 Lombogia）于8	月	
2	日告诉记者。（v）

丝莉慕利亚妮财长拟订指标

2022年税收收入将增加139兆盾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新增病例894例活跃病例24430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27932例

周日（10月10日），亚齐地区警察局一名卫生工作者（左）在亚齐班达亚齐一家咖啡
店(warkop)为访客注射了科兴（Sinovac）新冠疫苗。亚齐警方与咖啡馆和餐馆的企
业家合作，到咖啡厅进行疫苗接种，旨在防止新冠病毒感染和切断疫情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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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阿联酋将向我国投资142兆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印尼CNN雅加达讯】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阿联酋/UEA)将在我国投资100亿

美元，或相当于142.2兆盾(假设汇率1

美元兑1万4221盾)。

事关长远发展的经济复苏火种
须尽心呵护以免熄灭

印度尼西亚央行2021年8月期间的消费者调查报
告表明，随着限制社区活动（PPKM）政策的持续
实施，消费者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仍处于停滞状态。
在此期间，根据央行的调查，2021年8月（截至9月
9日的报告）的消费者信心指数（IKK）为77.3，低
于上月的80.2。

考虑到上个月或7月中旬，每日新冠病毒阳性病
例数量达到峰值，如果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也是
合乎情理的。在7月15日的高峰期，每天的新冠病
毒阳性病例数达到5万6757例，现在2021年10月7
日星期四已急剧下降到1393例。PPKM的实施已被
证明能够减少每日阳性病例的患者人数。

不幸的是由于严格的限制，PPKM的实施也导致
了经济疲软。尽管对它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消费部
门显然是受该政策打击最严重的部门。

如今，尽管消费者信心还受到抑制，但基于
2021年8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IKK）调查，消
费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实际上已经开始改
善，由于受到流动性的提高与社区活动限制的放
宽，特别在未来收入和商业活动方面的消费者预
期增强。

这与7月份的调查结果形成了对比。7月份的调
查结果显示，人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和消费者
信心仍受到抑制。

因着第二波新冠病毒的猖獗，7月至8月期间确
实处于一个糟糕的时期。幸运的是，政府敢于采取
果断行动，实施严格的活动限制。

本报非常赞赏政府采取不受欢迎政策的勇气。
事实证明，该政策在抑制每日阳性病例人数方面是
有效的。

虽然政府把PPKM的实施延长到10月18日，但10
月5日至18日的PPKM延长出现一些变化，其中最重
要的是已没有任何地区保持在第4级状态。须知第
4级状态的PPKM规定非常严格，地方经济似乎因此
而停顿下来。因此一些地区实施的PPKM等级被下
调，无疑是好消息，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信
号。

PPKM等级被下调后，政府得以开放一些旅游景
点、娱乐场所，以及延长了购物中心的经营时间。
因此，一度被新冠病毒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消费者部
门，最终获得了一些喘息换气的机会。

这种状况无疑为将来的经济带来新的希望和
乐观情绪。央行调查的结果，如上周公布的9月
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印证了情况的
改善。

然而，本报仍然要提醒政府、商界和公众，不
可因疫情的暂时好转而沾沾自喜和疏忽大意，以免
将来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已然恢复的经济仍脆弱无
力，因此需要谨慎处理并保持充分警惕，务使重新
放宽的社区活动不至于造成病例的骤增。

我国经济的复苏，事关长远发展，就像一支点
燃的火种，需要大家尽心呵护以免熄灭。

投 资 部 提 高 投 资 竞
争力领域的专家赫尔迪
(Heldy Satrya Putera)披
露，阿联酋已承诺提供
100亿美元。

赫尔迪于日前在网络
研讨会上说，“他们在
这里已承诺投入100亿美
元。”

以后，该资金将由我
国投资管理机构亦称印尼
投资局(INA)主权财富基
金(SWF)管理。阿联酋

政府将把这些资金投资于
各个领域，其中之一是基
础设施。

他补充称，“所以将
来不是由他们来管理，而
是我们通过印尼投资局来
管理。”

此外，阿联酋政府也
在关注旅游项目。其中之
一是亚齐(Aceh)旅游项
目。

阿 联 酋 将 在 A c e h 
Singkil 建造价值5亿美元

的度假村。以后，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王储将在我国访问
时使用这个度假村。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鲁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称，
使用的土地是40公顷的
沼泽地，拥有美丽的全
景。(xin)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
达讯】国营电力公司（PT 
PLN）已经完成一项国家
战略项目，即在东爪哇省
岩望/巴苏鲁安（Pasuru-
an）县Grati镇的特高压变
电站（GITET）添加一台
容量为500MVA的Interbus
变压器或IBT#3。 

PLN企业传播兼社会和
环境责任（TJ S L）执行
副总裁阿贡·穆尔迪菲
（Agung Murdifi）周日
（10/10）在雅加达发表
声明说，该项目是国家战
略项目，因为通过Gon-
dang Wetan-Proboling-
go 150 KV的高压空气线
（SUTT）提高从Gra t i到
Pa i ton镇的电力可靠性具

有重要作用。
阿贡说，PLN为该项目

投资了14 1 0亿盾，并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

该项目对节省成本产生了
重大影响，因为PLN可以
优化最高效的发电机使
用。PLN在维护其他Inter-

bus变压器的情况下仍然能
够发挥效率，因此PLN仍
然可以提供可靠的电力供
应并在一年内节省780亿
盾。

除了节能之外，Grati的
Interbus变压器（IBT#3）
的运行也能防止Grati特高
压变电站每台变压器的电
力过剩。阿贡透露，新的
IBT#3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因IBT#1和IBT#2电力
容量过剩而引起的干扰。

此外， I B T#3的完工
是防止电力损失的战略步
骤之一。如果Pasu ruan、 
Probolinggo、Lumajang和
Jember地区的电力子系统
出现干扰，则可以立即解
决该问题。（pl）

PLN投资1410亿盾

完成巴苏鲁安变电站添加IBT#3变压器项目

PLN工作人员在东爪哇省巴苏鲁安县Grati镇的特高压变电站检
查容量为500 MVA 的Interbus变压器（IBT #3）电力系统。

【罗盘网】大印尼行
动党秘书长穆扎尼（Ah-
mad Muzani）于10日在
南苏拉威西省向传媒表
示，大印尼行动党中央
理事会总主席帕拉波沃
（Prabowo Subianto）或
将再次参加20 2 4年总统
选举，以实现大印尼行动
党仍未完成的目标，何况
帕拉波沃在民调都领先其
他有意投入竞选的总统候
选人。

在20 1 9年正副总统选
举进行中，帕拉波沃在南
苏拉威西省得票率为57%
，是全国得票率最高的
地方，穆扎尼要求所有
大印尼行动党干部在未来

20 2 4年大选中可以更上
层楼，超过65%得票率。
因此，大印尼行动党干部

必须全力以赴支持帕拉波
沃赢得下任20 2 4年总统
选举。

穆扎尼称，根据最新
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帕拉
波沃在20 2 4年正副总统
选举的民调支持率持续上
升，帕拉波沃肯定有机会
再次参加20 2 4年总统选
举。

据悉，南苏拉威西大
印尼行动党代表理事会
（DPD）Andi Iwan Dar-
mawan于9日在区域协调
会议中宣布支持帕拉波沃
参加20 2 4年正副总统选
举，而要求所有大印尼行
动党干部都在为20 2 4年
国会大选和正副总统大选
竭尽所能支持现任国防部
长帕拉波沃参加20 2 4年
正副总统选举。（yus）

大印尼行动党暗示帕拉波沃将再次参选总统选举

国防部长帕拉波沃.苏比安多(Prabowo Subianto)

【Ko n t a n日报雅加达
讯】企业债券继续创下历
史新高。低利率趋势和稳
定的业绩走势是企业债券
的吸引力。

从INDOBeX公司总回报
的走势可以看出企业债券
走势的表现。反映企业债
券回报的指数达到359,58
的水平，创下历史新高。

自年初以来，企业债券
投资的收益率为7.9%。相
比之下，同期的政府债券
投资的收益率仅3.9%。

Sucorinvest 资产管理
公司固定收益主管迪马斯

(Dimas Yusuf)称，企业
债券业绩继续上升，因为

市场流动性高，投资者需
求也高。“当放贷增加，
市场流动性减少时，曾一
度有债市回调的担忧，
但该担忧显然地并没有发
生。”

甚至，在最近数周，当
国家债券(SUN)收益率趋
于上升时，企业债券的业
绩仍然积极。债券市场的
这种大量资金流动，促使
债券价格不断上涨。

迪马斯评估称，由于企
业债券的收益率高于存款
利率，投资者对企业债券
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

的存款利率不吸引人，所
以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企
业债券，尽管收益率已经
很低，但若与存款利率相
比还是更高。”

迪马斯预计，未来投资
者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兴趣
仍将居高不下。此外，市
场流动性不会大幅减少。

迪马斯观察到，投资者
别无选择，只能进入仍然
具有吸引力的企业债券市
场。

迪马斯预计，在今年余下
的时间里，企业债券收益率
仍可能再增长0.5%。(xin)

【印尼 C N N 雅加达
讯 】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艾
尔 朗 卡 （ A i r l a n g g a 
H a r t a r t o）否认佐科威
总统已经更换了他在雅
加达-万隆高速铁路简
称雅-万高铁项目中的
职位。

经济统筹部发言人阿
莉亚·卡列尼娜（Alia 
Ka r e n i n a）表示，总统
实际上并没有指派艾尔
朗卡负责雅-万高铁项
目。她在周日（10月10
日）的官方声明中说，
关于雅-万高铁项目领
导层发生变化的消息，
我们可以澄清，从一开
始，印尼-中国高铁公
司（KCIC）就没有分配
任务给经济统筹部长。

阿莉亚说，事实上
从一开始，佐科威总统
就 指 派 海 事 与 投 资 统
筹部长鲁胡特（Lu h u t 
Binsar Panjaitan）处
理雅-万高铁项目。这
在2016年第122号总统
条例（Perpres）中有所
说明，鲁胡特成为雅万
高铁委员会主席。该条

例修正了20 1 4年第7 5
号总统条例，其中有关
加速优先基础设施的提
供。

佐科威总统于2 0 2 1
年10月6日发布的第93
号 总 统 条 例 ， 涉 及 对
2015年第107号总统条
例中第15条的修正，关
于经济统筹部长协调加
快雅加达-万隆之间的
快速列车基础设施和设
备的实施。通过2 0 2 1
年第93号总统条例，政
府将经济统筹部长更改
为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来执行协调工作。同时
在第93号总统条例法规
中，佐科威任命艾尔朗
卡为优先基础设施加速
提供委员会（KP P I P）
主席，并任命鲁胡特为
KPPIP副主席。

作 为 从 业 党
（Golka r）政治家的艾
尔朗卡和鲁胡特，他们
的任务是鼓励加快国家
战略项目（PSN）的建
设发展。雅-万高铁项
目是列入PSN名单的项
目之一。（pl）

企业债券指数达359.58创历史新高

Sucorinvest 资产管理公司固定
收益主管Dimas Yusuf

【印尼C N N新闻网】
鲁胡特志愿者（Relawan 
LBP）于17日宣布支持人
气高盛旺的海事与投资
统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
丹（Luhut Binsar Pand-
ja i t an）竞选2024年正副
总统选举。鲁胡特志愿
者发言人Sarjan Andes-
baya称，考虑到距离2024
年正副总统选举还有三年
时间，各政党应对20 2 4
年正副总统选举的任何动
作都非常引人注目，包括
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尼
（Puan Maharani）、经济
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
丹托（Airlangga Hartar-

to）和民族复兴党（PKB）
总 主 席 穆 海 敏 （ M u -
haimin Iskandar）通过海
报以进行竞选活动。

Sar jan Andesbaya揭
露，虽然有很多候选人
被视为合适参选为20 2 4
年正副总统选举，但是
鲁胡特声望很高，政绩
也非常出色，是适合竞
选总统的候选人，尤其
观看鲁胡特在佐马内阁
部长的工作表现政绩有
目共睹，并与佐科威总
统一起工作七年左右。
此外，鲁胡特受佐科威
总 统 任 命 为 执 行 紧 急
限 制 社 区 活 动 （ P P K M 

D a r u r a t）负责人职位，
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鲁
胡特处理。

从7月至9月实施爪哇和
巴厘岛新冠肺炎疫情警戒
限制社区活动（PPKM），
鲁胡特能控制新冠肺炎的
蔓延，致使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持续下降，几个地区
已处于疫情“绿区”，乃
至东爪哇省勿里达市开始
实施疫情第一级限制社区
活动或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生活。鲁胡特志
愿者对鲁胡特在佐马政府
的工作业绩表现赞赏。

Sarjan Andesbaya表
示，鲁胡特志愿者将扩大
以支持鲁胡特竞选，并将
在10月2 8日正式宣布支
持。（yus）

LBP志愿者宣布支持鲁胡特竞选2024年总统选举

人气颇高的海事与投资统
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
（Luhut Binsar Pandjaitan）

经济统筹部发言人称

从一开始鲁胡特就负责雅-万高铁项目

艾尔朗卡与鲁胡特握手交谈。



【 安 塔 拉 社 棉 兰
讯】2021年10月初，从勿
老湾港和杜迈港发运的棕
榈油平均售价持续走强，
价格触及每公斤1万3140
盾。

与此同时，印尼棕榈
商协会（Gap k i）苏北省
执行秘书达尔玛（Da r -
ma Sucipto）昨日在棉兰
称，10月5日毛棕榈油价
格达到最高水平，每公斤
达1万3518盾。

“毛棕榈油价格持续
走强，或每公斤平均1万
3140盾，而9月的每公斤1
万2625盾，”他说。

8月的毛棕榈油价格每
公斤平均1万25 2 1 5盾，
甚至1月的每公斤仅9746
盾。

达尔玛续说，毛棕榈油
售价上涨是因为国际市场
需求持续旺盛所致。

对棕榈油产量下降的担
忧，推动全球进口需求旺
盛，引起价格上涨。

“价格预计将继续上
升，尤其是临近年底，需
求继续强劲，”他说。

数据显示，自8月以来
北苏省的毛棕榈油价格一
直在攀升。

1月至7月，毛棕榈油
的价格仍处于每公斤9000
盾至 1万1000盾的范围
内，8月平均为1万25 1 5
盾，9月再次上涨至每公
斤1万2625盾。

“随着需求趋强，预
计毛棕榈油价格将再次飙
升，”他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由于出口到几个主要出口
目的国的棕榈油商品不断
提升，在2021年8月份，
棕榈油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44.2亿美元，环比今年7
月份增加了16亿美元。

这得益于出口量从今年
7月只有153万2000吨增至
427万4000吨，而棕榈油
的平均价格从今年7月份
每吨只有102美元增至每
吨1226美元（鹿特丹成本
加保险费和运费/cif Rot-
terdam）。

印尼棕榈商协会执行
经理穆克迪·萨尔佐诺
（Mukti Sardjono）解释
说，其出口量激增主要在
几个棕榈油产品的主要出
口目的国。

他在雅加达发布书面
声明时说：“从2021年6
月30日至9月30日，印度
把向棕榈油和其他植物油
征收的进口税从15%调低
至10%，导致对印度的棕
榈油出口量从今年7月只
有23万1200吨跃升到95万
8500吨。”

对中国的棕榈油出口量
增幅也有较大，从今年7
月份只有52万2200吨增加
29万7000吨（32.6%）成
为81万9200吨。

出口非洲的数量增幅很

大，增幅最大的是对肯尼
亚的出口量提升11万8000
吨，及对埃及的出口量提
升4万0500吨，及对马来
西亚的出口量从9万5100
吨增加9万7000吨（提高
1 0 2%）成为1 9万2 1 0 0
吨。

虽然如此，对欧盟的
出口下降9.21%，但对荷
兰的出口从今年7月只有
17万2300吨增长3万0700
吨（48%）成为20万3000
吨。

今年8月份国内的消费
量达到1465吨，与今年7
月份的1444吨持平。

今年8月份食品消费量
达到71万8000吨，比今年
7月份只有70万8000吨稍
升，即在今年8月份用于
制造油脂化学品的消费量
达到17万8000吨，而在今
年7月份达到18万吨，今
年8月份用于生产生物柴
油的消费量达到56万9000
吨，而在今年7月份只有
55万6000吨。

在今年8月份的棕榈油产
量达到4218吨、棕榈仁油
（PKO）产量达到40万吨，
环比今年7月份的产量更高
4%。而出口、消费，及生
产业绩，在今年8月份的最
低库存量达到3433吨，比今
年7月份更少110万吨。(vn)

棕榈油平均售价持续走强

每公斤触及1万3140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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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容量升级和正式
通电后，让Wotu特高压
变电站成为我国东部地
区变电容量最大的特高
压变电站。

国 电 公 司 苏 拉 威 西
变电站建设总经理德菲
亚尔·阿尼斯（De f i a r 
Anis）于昨日发布的新闻
稿中说：“提升变电容
量是公司向苏拉威西岛
提供优质可靠电力的努
力。”

德菲亚尔续说，Woku
特高压变电站正式通电
后，有望增加东南苏省
的电力供应。

据他说，Wotu特高压
变电站变电容量升级和
正式通电，将为投资和
经济增长开辟更多机遇。

苏拉威西岛对电力需

求将持续增加，因为当
地工业尤其是冶炼业蓬
勃发展。

在苏拉威西岛运营的
冶炼厂对电力的需求预
计高于6000MVA。

此前，国电公司与几家
企业签署总容量738 MVA
的电力买卖协议。这些企
业其中是位于北苏省的
Arafura Surya Alam公司、
哥伦打洛省Banyan Tum-
buh Lestari公司、印尼华
迪镍合金公司（PT. Huadi 
Nickel-Alloy Indonesia）
、Ceria Nugraha Indotama
公司、Bintang Smelter In-
donesia公司，以及位于东
南苏省的Macika Mineral 
Industri公司。

国电在每项电力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优先使

用国产组件。
Wotu特高压变电站的

国产化率达44%，或高
于政府通过2021年第54
号工业部长条例所规定
的比例。

该 法 规 详 细 规 定 了
在每项电力基础设施项
目，比如发电机、变电
站和输电网必须满足的

最低国产化比例 。
“公司始终提高每项

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开发活动中的国产组件
使用率。在每项发电项
目中使用国产组件，尤
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期间，有望刺激国民经
济增长，”德菲亚尔·
阿尼如斯说。(er)

【安塔拉社马鲁古讯】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定下指
标，在马鲁古省东南马鲁
古县发展的海藻产业已能
够在2022年投入运营。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副助
理穆里盐达（Muhammad 
Rahmat Mulianda）在东南
马鲁古县Langgur地区进行
工作访问时发表新闻声明
说：“在此之后，我们与
东南马鲁古县政府将制定
一项总体规划，确定生产
点和现代生产模式，发展

基础设施，如机场或者公
路。”

他解释说，海藻是国内
优质商品，并在2020年至
2024年期间的国家中期发
展计划（RPJMN）指定海
藻作为必须发展的优质商
品。

马鲁古省，更具体地
说，东南马鲁古县被列
为必须获得关注的海藻中
心，因为与在马鲁古实施
国家鱼仓（LIN）计划的结
合相关。

“马鲁古也是国家第
六大海藻生产商，”他阐
述。

他认为，观察发展海藻
的潜力很大，可以得出结
论，海藻产品有潜力在东
南马鲁古县发展。

“为此，我们把重点
放在东南马鲁古县是因
为其潜力很大，这也是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
特（Luhut Binsar Pand-
jaitan）的希望，我们全力
支持东南马鲁古县从上游

到下游发展海藻产业，”
他补充称。

他声称，发展上述海藻
产业后，东南马鲁古县将
当成为海藻的粮仓，并其
他县区的产品可在东南马
鲁古县加工，并出口到外
国，海藻产品不再运到锡
江或者东爪省。

“因此，明年上述海
藻产业已经可以运营了，
关于未来的管理模式，投
资者将准备合作实施该模
式，”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贸易部通过印尼出口教育
和培训（PPE I）和Serena 
Sejahtera公司为日惹Sleman
县生产的6吨蓬多蛇皮果
（Salak Pondoh）出口到柬
埔寨市场主持发运仪式，
出口额达1万5000美元。

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
局局长帝迪（Didi Sume-
di）在雅加达发布声明时
说：“现在国产产品，特
别是日惹生产的蓬多蛇皮
果开始受到国外的青睐。
这当然促进我们继续提高
我国产品向海外出口的机
会。”

上述出口发运仪式是贸
易部与Serena Sejahtera公
司作为2021年日惹特区出
口商指导计划（ECP）参
与者建立合作的结果。

出口的6吨蓬多蛇皮果
来自由日惹1200名农民组
成的20个农民团体。

他解释说，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的预
测，在2021年全球经济增
长率将出现积极信号，比
2020年增长5.5%。

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
越来越好的几个出口目的
国，其中是中国和美国。

他认为，经济复苏的契
机成为支持企业家成功进
军出口市场的重要因素，
这可从在出口目的国市场
的需求增加显示出来。

希望我国企业家必须能
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商机。

“我们感谢出口商指
导计划参与者和日惹工贸
局已经支持向柬埔寨市场
出口蓬多蛇皮果的活动。
根据贸易部长的指示，我
们将继续陪同和协助潜在
企业家推动中小型企业准
备进军国际市场，并成为
全球贸易商，”他进一步
称。(vn)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Hutama Karya公司对
跨苏岛高速公路部分的北
干巴鲁—Bangkinang高速
公路于20 2 1年底将实现
功能性通车表示乐观。

Hutama Karya公司
第 三 运 营 总 监 坤 佐 罗
（Ko e n t j o r o）称，当建
设工程竣工时，北干巴
鲁—B a n g k i n a n g高速公
路将成为公司于20 2 0年
底，完成北干巴鲁—杜
迈高速公路（全长131公
里）后通车的第二条高速
公路路段。

他 昨 日 发 布 的 书 面
声 明 中 说 ： “ 北 干 巴
鲁—Bangkinang高速公路
建设进度达74%，临近年
底，其中3 1公里将实现
功能性通车，收费站位于
STA9和STA40。

为实现该目标，我希
望参与方，尤其是在征地
过程中，可以在多个点
立即完成土地征购任务，
以便建设工程能持续进
行。”

他说，按照佐科威总
统的指示，Hutama Karya

公司继续尽最大努力，使
北干巴鲁-Bangk i nang高
速公路可以立即为周边社
区提供多项好处。

“佐科威总统于20 2 1
年5月到来视察不仅激励
了公司，还激励了参与建
设工程的所有各方能够立
即完成这向国家战略项
目（PSN）。通过北干巴
鲁—Bangkinang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公司再次为苏
门答腊岛兴建高速公路，
这将为当地社区提供便捷
的连接，”他说。

进 入 2 0 2 1 年 第 四 季
度，Hutama Karya继
续 完 成 跨 苏 岛 高 速 公
路 （ J T T S ） 的 第 一 阶
段 建 设 ， 其 中 一 条 是
全 长 4 0 公 里 的 北 干 巴
鲁—B a n g k i n a n g高速公
路。

这 条 高 速 公 路 项 目
是 北 干 巴 鲁 — 巴 东 高
速公路走廊，全长 2 5 4
公 里 的 一 部 分 。 干 巴
鲁—Bangkinang高速公路
项目的建设进度达74%，
预计能在年底实现功能性
通车。(er)

国电完成变电容量升级250MVA项目

我国东部地区最大变电站正式通电

南苏省东鲁乌县（Luwu Timur）的Wotu特高压变电站
（GITET）正式通电。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电公司完成了

位于南苏省东鲁乌县（Luwu Timur）的

Wotu特高压变电站（GITET）变电容量升

级250MVA项目，并正式通电。

我国医院已非常现代化和设施齐全
卫生部长Budi Gunadi Sadikin（
右二）与Mandaya医院集团
总裁Ben Widaja（左二），
于上星期六（9/10）在万
丹省丹格朗县Karang Tengah
的Metland Cyber,City Puri为
Mandaya医院举行开幕仪式
后合影一瞥。投资统筹部
长和国有企业部长表示，
有不少外汇飞出国外只是
为了医疗目的。印尼的医
疗服务，其中之一就在这
家医院，各种非常现代化
和齐全的设施，真正能够
满足优质医疗的需求，无
需再出国就医治疗。
（商报/Hermawan摄）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定下指标 明年东南马鲁古县海藻产业投运

北干巴鲁—Bangkinang高速公路

年底实现功能性通车

贸易部主持发运仪式

向柬埔寨市场出口6吨蛇皮果

今年8月份期间

棕榈油产品出口激增

今年8月份，棕榈油产品的出口额达到44.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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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10月10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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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8048.94  涨 370.73

韩国综合 2956.30   跌 3.16

香港恒生 24837.85  涨 136.12

上海综合 3592.17   涨 24.00

欧股

英国FTSE 7095.55  涨 17.51

德国DAX 15206.13  跌 44.73

法国CAC 6559.99   跌 40.20

荷兰AEX 772.05   跌 5.13

Http://tw.stock.yahoo.com 10/10/2021 17:27

美股

道琼工业 34746.25  跌 8.69

那斯达克 14579.54  跌 74.48

S&P 500 4391.34   跌 8.42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9

印尼证券交易所将颁布

交易所会员必须教育投资者的新条例
【Bisnis.com雅加达讯】印尼证券交

易所（IDX/BEI）将要求交易所会员为

潜在投资者开展教育计划。

简讯

因市场认为9月就业报告未改变联储缩减购债预期
金价缩减涨幅

尽管投资者认为美国联邦储备理
事会(FED/美联储)今年可能仍有足
够的理由让美国经济摆脱对刺激措施
的依赖，金价回吐涨幅，金价上周五
收窄涨幅，盘中一度因美国就业数据
逊于预期而上涨逾1%。

1747 GMT，现货金上涨0.2%，
报每盎司1,758.86美元，此前触及
1,781.20美元，为9月22日以来最高
水平。

美国期金收跌0.1%，报每盎司
1,757.4美元。

但铂金和钯金守住涨幅，分别劲
升4.1%至每盎司1,019.74美元和
5.8%至2,073.52美元，可能受到就
业报告中利好消息的提振。

现货银上涨 0 . 5 %，至每盎司
22.70美元。

能源供应紧张未见缓和迹象带动油价本周大涨4%
油价收高

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推动美国油
价升至近七年来最高水平，原油价
格上周五上涨，本周累计大涨约
4%。

尽管全球需求随着经济活动从
低水平反弹而增长，但石油输出国
组织(O P E C )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
盟国组成的O P E C +上周表示，他
们将继续逐步增产。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表示正在
监控能源市场，但没有宣布立即采
取行动压低油价，比如释放战略石
油储备。这进一步支撑了石油市
场。

布 兰 特 原 油 期 货 上 涨 0 . 4 4 美
元，涨幅0. 5%，收报每桶82 . 3 9
美元。本周早些时候，该全球指标
原油触及83.47美元的三年高点。

美国原油期货上涨1 . 0 5美元，
涨幅 1 . 3 %，收报每桶 7 9 . 3 5 美
元。这是自20 1 4年1 0月3 1日以来
美国指标原油的最高收盘价。

不佳就业报告并未改变美联储快将缩减购债的预期
美元持稳

美元上周五几乎没有受到令人
失望的美国就业报告的影响，交易
员押注这些数据不会动摇美国联邦
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 E D )最早在
1 1月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计
划。

美 元 指 数 下 跌 0 . 1 % ， 报
9 4 . 0 6 7，距离上周触及的一年高
位94.504不远。

美元走软扶助英镑持稳，英镑
本周势将收高0.6%，料创五周来
最佳周度表现，升息预期盖过了对
燃料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担忧。

美国股市收低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

就业增长弱于预期，但投资者仍预
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
F E D )今年将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
模，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上周五
收低。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03%，收
于34,746.2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19%，收报4,391.35点，纳斯达
克指数下跌0.51%，收报14,579.54
点。

上周，标普500指数上涨0.8%，
道指上涨1.2%，纳指上涨0.1%。

在 有 关 交 易 所 会
员资格的第 I I I - A号
条例草案中，印尼证
交所规定，交易所会
员 (AB)必须为向客户
和/或潜在客户发售的
每个交易所产品提供
教育服务。与教育有
关的点在之前的条例
中根本没有提到。

印尼证交所交易和

会员安排经理Laksono 
Widodo 表示，交易
所实施几项改变以进
行调整。未来的 交易
所会员必须向投资者
提供有关企业责任和
资本市场包容性的教
育

众所周知，印尼证
交所 已记录股票投资
者数量达到 267 万个

单一投资者识别 (SID)
。与此同时，2021 年
至今，印尼证交所指
出有 100 万股票投资
者注册。这是活跃资
本市场44年来的历史
新高。

此外，截至2021年
7月，已开展3991场资
本市场扫盲、普惠、
激活、深化等面授、
网课活动，共计60万
零622人次参与。

此前，印尼证交所 
开发总监 Hasan Fawzi 
表示，未来的挑战是

协助新投资者接受足
够的资本市场教育，
开 始 他 们 的 投 资 之
旅，并作为投资者保
护的一种形式。

另一方面，千禧年
一代、gen-z等年轻投
资者的现象，已显示
出从小就成为投资者
的投资意识。

据他说，他们已成
为增长最快的投资者
群体。

根据印尼证交所的 
记录，30岁以下的投
资者增长58.58%，总

资产达 37.11兆盾。
他 补 充 说 ： “ 在

过去3年以来，我们
的确已经开始经历这
种快速增长的趋势。
自 2018年以来，投资
者的增长创下历史新
高，而且逐年呈上升
趋势”。

他认为，民众意识
的上升并开始投资交
易所的需要将支持投
资者的增长。他们倾
向于选择与他们的财
务计划和目标相匹配
的工具。（asp）

【Tempo新闻网雅加
达讯】印尼证券交易所
公司日常执行秘书Al-
bertus Fajar Subagyo称，
上周五，2021年10月8
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
资本市场的净购买价值
为2.422兆盾。如此一
来，今年到目前为止，
外国投资者的购买总额
已达到28.3兆盾。

上周五晚，Albertus
在 书 面 声 明 中 写
道，“202 1年迄今为
止，外国投资者的净购
买为28.38兆盾。”

而在2 0 2 1年1 0月4

至 8 日 期 间 ， 印 尼 证
券交易所(BE I)公司的
交易数据中，多数在
积极区域内移动。上
周涨幅最大的证券交
易所日均成交量从前
一周的2 4 8 . 3亿股增
长11.43%至276.7亿
股。

随后，日均交易次
数也从前一周的150万
3334笔增加6.71%至
160万4269笔。

上周五收盘时的综
合股价指数( I HSG)处
于绿色区域。其中，
综合股价指数在一周

期间，整体的从前一
周收盘时的6228.845
点上涨4. 0 6%而接近
6500点，或6481.7点
的心理关口。

他 说 ， “ 上 周 股
票市值也从上一周的
7 6 4 4 . 4 兆 盾 增 加 了
3.98% 至7948.3兆
盾。”

与 此 同 时 ， 在 前
一 周 上 升 几 乎 5 0 %
后 ， 上 周 平 均 每 日
交易额 ( R N T H ) 由前
一周的1 8 . 8 9兆盾下
降5. 0 4%至1 7 . 9 4兆
盾。(xin)

雅加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与Rajawali I
制糖公司合作提供银行业服务的优化，包括实施现金
管理系统 (CMS) 财务管理，为3000 多名员工使用JakOne 
Mobile 和工资管理服务，提供企业贷款便利，以及为该
公司的员工提供多用途贷款 (KMG)。此前，雅京银行向
Rajawali I公司发放营运资金贷款 (KMK)达3000亿盾，并
提供基于互联网的雅京银行的现金管理系统服务，以
实时和在线监控和进行金融交易。图为上周四（7/10
），雅京银行中小型企业和夏利亚企业贷款董事经理 
Babay Parid Wazdi（左）与PG Rajawali I公司董事总经理 
Rachmad Sartono（右）在东爪哇省，泗水（Surabaya）市
签署该合作协议书后合照。（商报/Hermawan摄）

【雅加达本报讯】
从事综合造纸和化学
品业务的上市公司Al-
kindo Naratama Tbk 
(ALDO) ，获得股
东批准，以优先购买
权增资（HME T D）或
供股形式采取公司行
动。于今天举行的特
别股东大会 (RUPSLB)
决定此事。公司通过
第 I I 的有限公开发行 
(PUT) 机制准备发行 
2.16 亿股或相当于 
19.7% 的股份。

A L D O 董 事 总 经 理
Herwanto Sutanto
表示：“为提升公司
价 值 ， 本 公 司 计 划

把子公司  Swiss-
tex Nara tama Indo-
nes ia (Swiss tex)公
司 和  Alfa Pol imer 
Indones ia (ALFA) 公
司的股权分别从 51% 
增加至 99%”。

Herwanto Sutan-
to 继续说道：“我们
希望这项以供股形式
的企业行动能够支持
公司的业务增长，从
而对公司的财务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并为
股东提供附加价值。

他说，如果一切按
计划进行，本次企业
行动的结果还将用于
增持子公司48%的股

份，即PT Swiss tex 
Nara tama Indone-
sia (Swiss tex)，多
达7.0512亿股并购买
48% PT Alfa Pol im-
er Indones ia (ALFA) 
的股份或 5.8752 亿
股，其余 12.2% 以
现金形式作为公司营
运资金。”

众所周知，在 2021
年 上半年，Swisstex 
的销售额贡献为 1112 
亿盾。随着国内外市
场，尤其是美国市场
对家具和家具产品不
断增长的需求， ALFA 
的销售额有所增加达
1119 亿盾。(max)

地方建设银行协会 (A s b a n d a )  再次以在线 
S im p e d a储蓄全国抽奖计划的形式举办客户忠
诚度计划，在标题 Panen Rezek i Bank BPD 
中，这次进入2021年第32 期间，为584 名 
S impeda 储蓄客户提供总奖品 30 亿盾。这
次期间，东爪哇银行（Bank Jat im）的客户赢
得首奖 5 亿盾，然后，第二奖品的4名获胜
者，每人获得 1亿盾，这些客户来自中爪哇
银行（Bank Jateng）、日若银行（Bank DIY）
、楠榜银行（Bank Lampung ）和南加里曼丹
银行（Bank Ka l se l）。图为，Simpeda 抽奖执
行委员会 主席兼地方建设银行协会执行主任
Wimran I smaun（左二）上周四（7/10）晚上
在雅加达抽签结束后正在与一些获胜者代表
交谈。（商报/Hermawan摄）

【Bi s n i s . c om雅加达
讯】政府实施的社区活动
限制措施的放松是20 2 1 
年第三季度增加信托资
金管理资金或管理资产 
(AUM) 的主要催化剂。

Infovesta Utama 市场
研究主管 Wawan Hen-
drayana 表示，支持 2021 
年第三季度管理资金数量
增加的主要情绪之一是开
始放松 社区活动限制措
施。 

他解释说，社区活动
限制措施的放宽使经济活
动以更优化和更有效的方
式运行。这对上市公司的
表现有影响，也对综合股
价指数 (IHSG) 的走强产
生影响。

他对记者说“这种放
松也将对提高公众对信托
资金投资的兴趣产生影
响”。

Wawan 继续说，放宽 
社区活动限制措施 的情
绪仍将影响信托资金行业
管理的资金在 2021 年剩
余时间内的增长。

我国越来越多地推广
疫苗接种，提高市场对经
济活动日益优化改善的预
期。

大宗商品价格走强的

趋势也支持这种情绪。这
将是对该行业以及其他相
关领域的相关公司的积极
催化剂。

不过，他称，信托资
金管理资金的增长前景也
被负面问题所掩盖。据他
称，市场将关注的负面
催化剂是对美联储加息的
预期，该加息将于明年生
效。

伴随着这种情绪，Wawan
预计股票信托资金将成为今
年剩余时间增加管理资金的
主要推动力。同时，在投资
者数量上，货币市场信托资
金仍将是一个选项。

他 接 着 说 ： “ 直 到 
2021年底，增长机会仍然
敞开着。我们预计今年年
底信托资金管理的资金将
在 560兆盾至 570兆盾之
间”。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周日 (10/10) 引
用的数据，截至 2021 
年9月30日，由信托资金
产品管理的资金总额达
551.76兆盾，比2021年
8月的5 4 2 . 5 4兆盾增长
1.69%。与此同时，信托
资金的管理资产仍比2021
年1月的571.26兆盾下降 
3.41%。（asp）

2021年迄今为止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净购买达28.3兆盾

雅京银行与Rajawali I公司
合作提供银行业服务

政府放松社区活动限制措施后

信托资金管理资金继续增长

Simpeda储蓄全国抽奖计划

ALDO 特别股东大会

批准供股计划增加股权

图为：周五（8/10）ALDO公司事长Lili Mulyadi Sutanto，董事总经理Herwanto 
Sutanto与董事经理Kuswara在西爪省Padalarang县举行ALDO公司新闻发布会后交
谈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Vale Indonesia(INCO)公司
已准备长期计划l2满足未
来的镍需求。为支持这个
计划，Vale Indonesia公司
筹备投资额大约600万美
元至700万美元作为采矿
活动。

Vale Indonesia公司经理
Bernardus Irmanto称，Vale 
Indonesia公司自己采矿，
并在Sorowako加工厂直接
加工，以致不必要与其他
矿业进行镍矿交易。

在未来几年，Vale In-
donesia公司计划开发一些
冶炼厂，如Pomalaa冶炼厂
和Bahodopi冶炼厂。当然
Vale Indonesia公司需要更
多的镍供应。

因此，他承认，V a l e 
Indonesia公司已制定长期
计划满足现有的加工厂需
求，以及将在未来五年兴
建的工厂。

他 续 说 ， 将 来 ， 在
Pomalaa冶炼厂将从东南苏
拉威西省Pomalaa矿区供应
100%矿物。Bahodopi冶炼
厂的镍需求将从中苏拉威
西省Bahodopi矿区供应。

总体来说，目前镍平
均产量每年达到7.5万公
吨。

他说，储备量很依赖
于长期计划中加工设施
的产能。Vale Indones ia
公司现有的长期计划，
目前已知的储备量可足
够3 0年使用。“但是，
我们继续进行采矿活动
为增加在所有工作合同
区拥有数据储备数量和
质量。我们每年拨出大
约600万美元至700万美
元作为采矿。”

Vale Indonesia公司定下
今年镍产指标为6.4万公
吨。若比2020年实际产量
7万2237公吨，则今年指
标同比下降大约11.4%。

“2021年产量更低，因
为F4重建项目将于2021年
11月开始进行。”

至2021年上半年，Vale 
Indonesia公司已实现镍冰
铜(nickel matte)产量3万
零246公吨或比去年同期
的3万6315公吨更低17%
。结果，Vale Indonesia公
司2021年上半年实际产量
仅占今年Vale Indonesia公

司镍产量指标的47.3%。
但是，根据此前Kon-

t a n . c o . i d 报 告 ， 他
说，Vale Indonesia公司
仍然很乐观达到今年产量
指标6.4万公吨。虽然Vale 
I n d o n e s i a公司镍产量下
降，收入反而增长，因为
由商品价格提升。

他评估，伦敦金属交易
所(LME)镍价提升当然使
公司财务业绩非常良好，
虽然，此时的石油价格和
煤炭价格也提高，而对生
产成本形成压力。“但
是，总体来看，影响仍积

极。希望镍价仍在目前的
水平，以致公司2021年财
务业绩良好。”

2021年上半年末，Vale 
Indones i a公司净收入达4
亿1494万美元，比2020年
上半年收入提高15.14%
。细分为VCL的销售额3
亿3 1 4 7万美元，并其余
是Sumimoto Metal Min-
ing Co.(SMM)公司8347
万美元。

随着收入提升，V a l e 
Indones ia公司2021年6月
底获净利5878万美元或提
高10.65%。(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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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Sumi In-
doi Kabel公司副总经
理苏林.赫尔曼.林波诺
（Sulim Herman Limbo-
no）解释说，中压电缆生
产能力将提高一倍。“
中 压 电 缆 产 能 将 提 高
100%或一倍，接下来，
低压电缆产量和汽车电
缆没有变化。投资数目
为1000万美元。”

他续称，中压电缆新
生产线将在2021年底开
始批量生产，Sumi Indoi 
Kabe l公司希望，该步骤
将加强公司在电缆业的
竞争力。

与此同时，根据截至
2021年6月的Sumi In-
doi Kabel公司财务报
告，销售额比2020年同
期（yoy）的2857万美元

剧升78.57%成为5111万
6000美元。

出口销售仍占收入最
大份额，即4162万8000
美元。该数目比去年同
期的2068万2000美元显
著提高101.27%。而国
内销售为948万80 0 0美
元，比去年同期的794万
2000美元提高19.46%。

根据Sumi Indoi Kabel
公司记载，去年同期亏损
55万5020美元，今年反而
获得利润95万4110美元。

Sumi Indoi Kabel公司
进一步声明，已落实资
本支出的80%，虽然如
此，Sumi Indoi Kabel公
司并没有公布今年拨出
的资本支出数目。“我
们已吸收拨出的资本支
出之80%，供作新生产

线、维修保养、购买零
部件和建筑物。”

Sumi Indoi Kabel公司
看出今年的商务前景更
好和定下指标，净销售
2.6亿美元和税前的盈利
为400万美元。

Sumi Indoi Kabel公
司预测，2021年市场需
求还很低，因新冠肺炎
（cov id-19）导致经济
复苏缓慢，这可从2021
年上半年看出和市场竞
争比此前更严峻。

这 也 对 我 国 电 缆 需
求造成影响，预测2021
年 上 半 年 财 年 有 所 下
降。“但如果我国政府

成功控制受到新冠肺炎
感染的新病例，希望下
半年需求能开始复苏。”

苏林续称，考虑此前
的经验，Sumi Indoi Kabel
公司希望，国内基础设施
业务的销售增长，如电力
供应和运输，和出口到东
南亚区、中东和日本的业
务仍能竞争。“2020年
初，Sumi Indoi Kabel公司
未公布年度的扣除税项的
盈利和净销售预期因为疫
情仍在传播。为此，净销
售达到1.5亿美元和税前
的净损失为160万美元。
我们希望，2021年下半年
将比去年更好。”(sl) 

【Bisn is雅加达讯】因
为中国出现电力短缺削减
生产量，这可为我国内塑
胶下游工业提供商机。

日前，印尼芳香剂、烯
烃和塑料工业协会（Ina-
p l a s）秘书长法查尔.布
迪约诺（Fajar Budiono）
称，我国工业家能替代此
前由中国和越南供应的市
场。

1 0月初，越南才放松
已实施了3个月的封锁政
策，该政策已造成制造工
业停止生产。“平时，中
国和越南的塑胶产品进口
我国，以致，这能成为供
满足我国内需求的契机，
只要能原料足够和下游工
业家能利用该契机。”

众所周知，我国也从越
南进口塑胶原料，虽然数
量不太多。这一向以来，
越南原料供应短缺，能从
别国供应，如泰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中东区国
家。

法查尔声称，从中国和
越南大量的订单，已推动
我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从此前的
43.7至今年9月增至52.2
。而目前，企业家面对的
挑战是集装箱短缺，使原
料价格显著提高。

聚氢乙烯（PVC）价格
涨幅最高，从去年大约每
吨1100美元，如今每吨大
约为1200美元至1500美
元。他记录，每周每吨提
高40美元以上。

甚至，聚氢乙烯价格已
超越聚丙烯（polipropile-
na/PP）和聚乙烯（poli-
etilena/PE）价格。但很高
的需求情况导致原料价格
上涨不至于对生产费造成
压力。他也希望政府，能
重新考虑对碳和塑料课税
的计划，因为能对商业氛
围造成压力，特别是塑胶
领域。(sl)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Bumi Resources（BUMI）公
司记载，2021年8月，煤炭
生产量达到650万吨。

据悉，该巴克利集团
（Bakrie Gtoup）有价证券
发行人定下指标，今年煤
炭生产量能达到8500万吨
之8800万吨。截至2021年
上半年，Bumi Resources
公司生产4000万吨之4100
万吨煤炭。

日前，Bumi Resourc-
e s公司经理兼秘书迪勒
普.斯里法斯达法（Dileep 
Srivastava）对记者称，“
（8月）大约650万吨，（
平均售价）每吨70美元之
80美元。”

根据Kontan报导，2021
年8月的煤炭生产量达650
万吨，比去年同期稍微
降低，根据Kontan此前所

报导，2020年8月，Bumi 
Resources公司的煤炭产量
为690万吨。

虽然如此，比此前价
格实际有所提高，从2020
年8月的每吨43.55美元，
至2021年8月成为每吨70
美元至80美元。迪勒普阐
明，目前，Bumi Resourc-
es公司的煤炭销售百分比
为70%供出口市场和30%
供国内市场。

根据Kontan记载，迪勒
普声称，煤炭出口市场，
进入冬季，普遍的需求可
能提高，虽然如此，煤炭
供应量非常少。“这导致
该煤炭价格剧升趋势有可
能将持续至今年底。”

他续称，该情况一般上
能持续到明年。因为目前
煤炭生产能力还没提高的
缘故。(sl)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国营天然气公司( P G N )
与Agung Sedayu集团
(ASG)旗下Karunia Indo 
Sejahtera(KIS)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在PIK(Pantai In-PIK(Pantai In-
dah Kapuk)区域住宅区和
商业区域供应天然气。

这项合作涵盖Bukit Golf 
Mediterania(PIK)、Pantai 
Maju(Golf Island)、Pantai 
Kita(River Walk)、PIK 2
，和PIK 2 Extenstion区。
在这区域的天然气需求将
于2022年分阶段地开始服
务，以预计每月大约300
万立方米。

周三(10月6日)，PGN
公司营销和运营经理Faris 
Aziz、Agung Sedayu集
团经理Restu Mahesa，和
Yohanes Edmond Budiman
签署意向性协议(Heads of 
Agreement/HOA)。

Agung Sedayu集团首
席执行官Richard Halim 
Kusuma通过在线见证签署
仪式。

他 透 露 ， 在 K a r u n i a 
Indo Sejahtera(KIS)住宅
区分配天然气是PGN公司

为扩大天然气管网发展的
指标。PGN公司定下天然
气管网安装达到400万家
户 (SRT)。“在进行开发
天然气管网的任务，PGN
公司是不能独挡一面的，
以致我们主动与开发商合
作，希望成为新生活方式
可以推介到住宅区，而天
然气管网能成为其他省区
的模式。”

Agung Sedayu集团希望
使用天然气能提高公司产
品的价值，当然支持雅京
特区政府的蓝天计划，以
及为提高在雅京特区使用
天然气的渠道。

此外，PGN公司和Kar-PGN公司和Kar-公司和Kar-Kar-
unia Indo Sejahtera公司
将开发发电站和把运营
车辆从燃油转到天然气燃
料，以及在该区域开发运
营服务，和维修基础设
施。“我们希望这项合作
能继续进行，我们未来
将继续分配天然气以使
用非管道天然气(beyond 
pipel ine)模式、天然气压
缩(CNG)，和液态天然气
(LNG)，来满足国家天然
气的需求。” (lcm)

IKBI筹备投资金1000万美元

中压电缆产能提高一倍
【Kontan雅加达讯】Sumi Indoi Kabel（IKBI)

公司声称，今年，将为生产低压和中压电缆

拨出1000万美元的投资金。

Sumi Indoi Kabel（IKBI）公司的电缆产品。

INCO为促进采矿活动 筹备投资额700万美元

数辆自卸车正在Sorowako城镇Vale镍矿区运输材料。

中国削减产量 为我国塑胶下游业提供商机

BOPP塑料包装。

2021年8月

BUMI煤炭产量达650万吨

PGN公司与Agung Sedayu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供应PIK区域天然气

国电公司（PLN）为确保煤炭供应充足，实施了数项
策略。

【Kontan雅加达讯】在
国际市场煤炭价格飙升之
际，国电公司（PLN）强
调说，我国煤矿工业须优
先供应国内需求。

日前，国电公司企业
规划经理艾菲.哈尔雅迪
（Evy Haryadi）称，一旦
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很高问
题，政府将帮助国电公
司，发出向国内市场销售
义务（DMO）的政策。“
我们希望能国内煤炭工业
支持国电公司能源需求，
别因为国外价格很高而使
我国的煤炭全都向国外出
口，理应优先供应国内的
需求。”

他强调说，不管在国
外发生何事，我国煤炭工
业必须优先供应国内需
求。“当然政府将发布政
策，不论是国电公司的利
益方面或者国内电力和煤
矿企业的利益。”

在未来几年，预测
供发电站燃料的煤炭需

求 仍 显 著 贡 献 。 根 据
国 电 公 司 在 讨 论 会 上
称，在电力供应业计划
（RUPTL）从2021年直
至2030年，预测2021年
的煤炭燃料需求为1.11
亿吨。接下来，2 0 2 2
年，煤炭需求有提高趋
势，达到1.15亿吨，至
2024年成为1.31亿吨。

然而，至2025年煤炭
需求预测将下降成为1.24
亿吨。接下来在2026年
至2030年，煤炭需求再次
提高的趋势，即从2026年
的1.31亿吨至2030年成为
1.53亿吨。

哈尔雅迪指出，燃
料需求将随着现有的发
电站增长模式。预测燃
气和煤炭将随着负担增
长，因为在地热发电站
方面，仍有正在兴建的
工程，虽然在国电公司
系统，已增加了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EBT）
发电站。(sl) 

煤炭价格飙升

国电要求优先供应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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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大会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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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孙中山先生和辛
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
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
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
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
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追
忆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
治、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
业绩，缅怀孙中山先生等
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
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先
驱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
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

同奋斗。
“革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巾帼英雄秋瑾写下“
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
诗，从容就义。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
以“为天下人谋永福”为
志，慷慨赴死。在革命的
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觉醒
者们，以生命、青春与热
血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近代以来中国的深刻社
会变革由此拉开序幕。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
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
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
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
放。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
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
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
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
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
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
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
和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
主义精神的激励下，继续
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
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
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十月革
命犹如刺破暗夜的闪电，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承担
起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
为振兴中华而接续奋斗。

“修建16万公里的铁
路，把中国沿海、内地、
边疆连接起来；修建160
万公里的公路，形成遍布

全国的公路网；建设三峡
大坝，大力发展农业、制
造业……”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中这样构想
着中国建设宏伟蓝图。这
些被许多外国人视为不可
能实现的“空想”，如今
都已成为现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
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
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
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
胜利，抵御了帝国主义侵
略扩张；神州大地公路成
网、铁路密布，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从落
后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
制造业大国，嫦娥飞天、

蛟龙入海、北斗组网、火星
登陆。孙中山先生追求建
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
国家，已经巍然屹立在世
界东方。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再次吹响全体中华
儿女团结一心、奋勇前行
的集结号。孙中山先生
说过：“‘统一’是中国
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
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
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
望，更是辛亥革命以来无
数先驱毕生奋斗的目标。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10周

年，再次宣示祖国完全统一
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
一定能够实现！“台独”分
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
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
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中国一定会如孙中山先生
所愿，成为“世界上顶富
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
乐的国家”，中国人民一
定会如孙中山先生所愿，
成为“世界上顶享幸福的
人民”。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受疫情和经贸环境等
多重因素影响，自20 2 0
年起，全球芯片产业逐渐
出现产能紧张情况。进入
2021年，疫情反复伴随消
费复苏致使全球芯片短缺
危机全面爆发，满足车规
级要求的汽车芯片由于利
润率和业务规模远不及消
费电子产品，因而在排产
方面被芯片上下游企业排
在相对靠后位置，导致车
规级芯片供应短缺，引发
汽车产业“缺芯”危机。

汽 车 芯 片 短 缺 对 全
球汽车产能造成恶劣影
响。20 2 1年初以来，大
众、丰田、通用等国际知
名汽车企业均因芯片短缺
而大规模减产，其中丰田
计划在202 1年10月份临
时停产日本国内的全部14
家工厂，同期在全球范围
减产3 3万辆汽车，约占
原计划产量的4 0%。据
波士顿咨询预测，芯片短
缺将导致20 2 1年全球汽
车减产700万辆以上，而
IHS Markit也于近日将其
对2021年全球轻型汽车产
量的预测下调 6 . 2 %，
即减产500余万辆。

“缺芯”危机对我国
汽车产业影响尤为深刻。
我国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阶段，社会生产生活秩
序得到了全面恢复，但在
芯片短缺等不利因素影响
下，截至2021年8月，我国
汽车产量已连续5个月出现
环比下滑，连续4个月出现
同比下滑，部分车型出现
停产情况，严重制约了自
主企业优势产品进一步的
向上突破和市场推广。

此次“缺芯”危机的爆
发主要由于三大原因：

一是全球汽车产业强
劲复苏带来芯片需求增
加。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汽车产销国，年产销量约
占全球1/3，我国汽车产
业的率先复苏，对全球汽
车产业、市场的整体复苏
发挥了带动效应。截至“
缺芯”危机全面爆发前，
我国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的汽车产业复苏情况均好
于预期，相关汽车企业面
对迅速回暖的市场纷纷选
择增产，由此导致了芯片
需求的骤然提升。与此同
时，配套的芯片上下游企
业普遍准备不足，导致芯

片无法及时供给。
二是“黑天鹅”事件

频发导致全球芯片供应短
缺。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
亚是全球芯片封装和测试
的重要地区，英飞凌、恩
智浦等超过50家全球主要
芯片企业在马来西亚设有
工厂。进入2021年，马来
西亚疫情持续恶化，当地
多个芯片工厂出现群体感
染，迫使该国政府采取严
苛的封锁措施，芯片工厂
大规模停产，对全球芯片
供应造成严重影响。2021
年3月，日本瑞萨电子的
那珂芯片工厂发生火灾，
致使该工厂独有的、主要
用于生产汽车MCU的300
毫米半导体晶圆生产线受
损，进一步压缩了全球有
限的车规级芯片产能。此
外，美国得克萨斯州寒
潮、法国意法半导体工厂
罢工等事件的发生，进一
步加剧了全球芯片，特别
是车规级芯片短缺问题。

三是国产芯片技术、
工艺水平不足难以有效替
代。我国自主车用芯片的
全球市场份额不足5%，
且集中于低端、低附加值

领域，关键技术水平、工
艺等难以支撑车规级芯片
的全球全领域供应，难以
有效化解全球“缺芯”危
机。具体看，我国当前最
先进的半导体生产线仅具
备14纳米工艺，且尚不满
足车规级要求，40纳米以
下制程的车规级芯片均需
要到国外进行流片，芯片
IP高度依赖国外。此外，
我国车规级芯片在制造、
封装、测试等领域以及可
靠性、功能安全、信息安
全等方面均缺乏自主、
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测试评
价体系，且行业缺乏权威
的第三方认证平台，芯片
领域专业人才培养起步较
晚，导致国内汽车企业，
特别是自主汽车企业纷纷
选择技术成熟度更高、可
靠性有据可循的国外厂商
进行配套，自主车用芯片
企业由此进一步丧失发展
动力。

我国应将此次“缺芯”
危机化为自主芯片的发展
机遇，在通过国际协商等
手段，支持和鼓励国际重
点芯片供应地区恢复生产
的同时，加快国产芯片产

业转型发展。
首先，要大力提升国

产芯片关键技术、工艺水
平。突破先进制程工艺、
晶圆制造技术、光刻胶辅
助材料发展瓶颈，优先推
动国内领先芯片代工企业
加强先进工艺研发，形成
40纳米以下车规级芯片制
程工艺能力，优化完善现
有芯片、半导体外商投资
支持政策，吸引芯片领域
技术优势企业在我国合资
建厂，深化技术交流，推
动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芯
片产业链。

其次，要推动建立统
一的标准体系和第三方认
证平台。依托科技专项攻
关等形式，建立自主、统
一的车规级芯片测试评价
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建
设车用芯片领域国家级第
三方认证实验室，为芯片
测试评价提供完备的可靠
性测试平台。依托行业组
织、研究机构开展国内外
车规级芯片标准体系衔接
研究，达成相关标准及测
试评价结果的国际互认。

同时，要推动自主整车
企业优先使用自主芯片。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鼓励
自主企业以审慎包容的态
度优先使用自主芯片，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给
予相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
惠，制定与自主芯片应用
相配套的保险政策，解决
自主汽车企业在国产芯片
应用方面的后顾之忧。评
估和总结前期行业规范政
策实施效果，研究探索自
主车规级芯片“白名单”
制度。

此外，要不断提升芯片
领域专业人才培养水平。
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高
校、科研院所在设立集成
电路专业的同时，联合汽
车企业、芯片企业共同设
置车规级芯片专业方向，
构建校企联合培养能力，
共同打造“芯片+汽车”
的复合型人才；在集成电
路领域技术攻关中设置 
“ 青年科学家”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培
育技术攻关青年后备力量。

（侯福深 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汽
车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
院执行院长。来源：光明
日报）

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凝聚民族复兴伟力 文/樊大彧

破解“缺芯”困境 实现转危为机 文/侯福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

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

利，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神州大

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人民生活水平持

续提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北斗组网、火星登

陆。孙中山先生追求建设的独立、民主、

富强的国家，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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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俄奥伦堡发生假酒中毒事件
致29人死亡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9日发布消息

称，俄奥伦堡州发生假酒中毒事件，

致29人死亡。

据塔斯社消息，从10月7日开始，

当地出现有关假酒中毒的消息。死者

均系甲醇中毒，其体内甲醇浓度为致

死量的3到5倍。随后调查人员并案调

查，并找到了假酒的仓库和生产点，

缴获了含甲醇的液体、空容器等。

据奥伦堡州政府新闻处消息，

死者分布于奥伦堡州四个地区。此

外，还有20多人正在接受医疗救治，

其中5人情况严重。目前已经有9人被

拘留。

菲总统杜特尔特之女新冠检测呈阳性
菲律宾达沃市政府9日晚发布通告

称，菲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达沃市

长莎拉·杜特尔特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症状轻微，目前正接受

隔离治疗。

莎拉·杜特尔特现年4 3岁，在

2022年菲律宾总统潜在候选人的民调

中始终领先。最新民调显示，她的支

持率达20%，领先前总统马科斯之子

小费迪南德·马科斯5个百分点。

10月8日，在2022年菲律宾总统候

选人资格登记结束前的几个小时，莎

拉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正“以

市长的身份向达沃市民展示自己”。

安理会严厉谴责阿富汗恐袭事件
联合国安理会9日发表媒体声明，

对日前发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一

座清真寺的恐怖袭击予以强烈谴责。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8日，

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一座什叶派清

真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伤近200

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伊

斯兰国呼罗珊”之后发表声明，宣称

发动此次袭击。塔利班方面称将找出

并惩处恐袭责任人。

安理会在声明中以“最强烈措

辞”谴责这起卑鄙怯懦的袭击事件，

同时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

击。安理会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深

切同情和哀悼。

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CPI
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8个月上涨

据经合组织(OECD)10日发布的统

计数据，成员国今年8月的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3%，韩国

CPI涨幅为2.6%，在38个成员国中排

名第24位。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CPI

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8个月上涨。8月

CPI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能源价

格猛涨18%的影响。这是自2008年9

月后近13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荷兰国际银行：
市场或过度预期英国央行加息

荷兰国际银行：市场或过度预期

英国央行加息。目前市场定价显示，

英国央行在11月加息7个基点，12月

加息24个基点。这种观点或低估未来

数月英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阻力，需要

看到更充分数据才能预期紧缩政策

临近。

英国国家电力公司：
今年冬季停电风险增加

英国《卫报》7日援引英国国家电

力公司的消息报道称，英国工厂和家

庭今年冬季停电风险增加。报道称，

虽然电力系统有足够的储备供应，但

现状比7月预测的糟糕，部分归因于

从法国进口电力的一条海底高压电缆

遭遇火灾。预计，经由该电缆的电力

供应到明年3月最多恢复一半。《卫

报》还报道说，今年年初以来，已有

12家电力供应商倒闭，预计到年底前

更多供应商将陷入绝境。

韩国首尔9月公寓均价涨至650万元
韩国近期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9月首尔市公寓平均价格

逼近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1.2万

元)。首尔楼市价格今年以来涨幅已

超1.5亿韩元，4月首破11亿韩元，

本月有望再破12亿韩元。9月京畿

道和仁川市的公寓均价也分别涨至

5.8242亿韩元和4.1376亿韩元，同

比大幅飙升。此外，韩国公寓价格上

涨还拉动了房租的普涨。同期首尔

市公寓平均典租价格为6.5365亿韩

元，环比涨1020万韩元。

生于1986年的库尔
茨于2017年首次出任
奥地利总理。2019年
5月，受一段疑似“
通 俄 ” 视 频 事 件 影
响，库尔茨遭奥社民
党发起不信任投票罢
免下台。同年 9月提
前举行的大选中，库
尔茨领导的奥人民党
以38.4%的得票率胜
出，获总统范德贝伦
授权组阁。2020年1月

7日，库尔茨再度宣誓
就任奥地利总理。

奥地利经济和腐败
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对
奥总理府、库尔茨所
在的奥人民党总部、
奥财政部等处进行了
搜查。该机构公布的
消息称，调查的理由
是库尔茨和他的亲信
涉嫌挪用公款用于收
买媒体对其进行正面
报道。反对党随后提

出了举行不信任投票
的动议。

当地时间9日1 9时
许 ， 库 尔 茨 举 行 记
者会，宣布将辞去总
理 一 职 ， 并 提 名 外
长沙伦贝格接任总理
一职。辞去行政职务
后，库尔茨仍将继续
担任奥地利人民党主
席，并转任该党在奥
国会内的党团主席。

“ 对 我 而 言 ， 我

的国家比我个人更重
要。”库尔茨说，他
希望这一决定能够化
解僵局，以避免出现

混乱，确保稳定。但
他当天再度否认了对
其的指控，称相关指
控是“不实的”。

【海外网】综合巴基
斯坦国家广播电台、《黎
明报》10日报道，巴基
斯坦“核弹之父”阿卜
杜勒·卡迪尔·汗于当
地时间10日上午在伊斯
兰堡去世，终年85岁。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
阿尔维10日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表示，对阿卜
杜勒·卡迪尔·汗博士
的 离 世 感 到 悲 痛 。 
“ ( 我）从1982年就认
识汗博士。他帮助我们
发展了能够拯救国家的
核威慑，一个心怀感恩
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忘记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
佩尔韦兹·哈塔克也发
文表示，对汗博士的离
世“深感悲痛”，称这
是“巨大的损失”。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
社报道，阿卜杜勒·卡迪
尔·汗此前曾因新冠病
毒检测呈阳性，于今年8
月26日被送往医院，后
被转移到另一家军事医
院，并在康复后出院。

【路透法兰克福】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
(Ch r i s t i n e Laga r d e)
周 五表示，欧元区经
济复苏正面临摩擦和失
衡，这可能会阻碍经济
复苏，并持续到疫情
结束后。

“我们看到能源价
格上涨正在影响实际收
入，供应链中断正在抑
制工业生产。”拉加德
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这种不平衡应该是
暂时的，即使很难准确

预测中断会持续多久。
但与此同时，大流行也
在产生更持久的需求变

化，这可能导致跨部门
持续存在供需失衡。”

此外，拉加德在周
五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
示，欧洲央行不应急于
收紧货币政策，因为这
可能会危及欧元区的经
济复苏，并使就业受到
影响。

德国明镜周刊援引
拉加德的话称，“在目
前的关头过早收紧货币
政策可能会危及欧元区
的经济复苏，并使就业
受到影响。”

【新华网】印度央
行8日宣布将回购利率
维持在4%不变，维持
宽松货币政策。印度央
行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
期。一方面，印度通胀
压力正在走低，7月份
和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均回落到央行

设定的通胀管理区间。
另一方面，印度经济
复苏并不均衡。受新
冠疫情影响，印度的旅
游、酒店和餐饮等服务
业受到严重冲击，需
要政府出台相应扶持
政策。

印度央行行长达斯8

日表示，印度央行当前
的优先目标是促进经济
增长。分析人士认为，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可能对印度经济复苏前
景构成威胁。目前，印
度国内燃油和天然气价
格持续上涨，这可能导
致物价水平升高。

涉贪腐指控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宣布辞职
【中新社柏林】维也纳消息：在遭到贪腐指控数日后，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当地时间9日晚在维也纳宣布辞职，

并提名现任外长沙伦贝格接任总理。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

【海外网】近日，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接

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今
年冬天美国新冠死亡病

例数会下降这一观点感
到“强烈怀疑”。福奇
也认为，美国冬季新冠
病例是否会激增取决于
民众的疫苗接种情况。

据《国会山报》9日报
道，在即将于当地时间
10日播出的一档采访节
目中，福奇被问及美国
今冬是否会因为德尔塔
变异毒株或是缪变异毒
株，而出现新冠病例激
增的情况。他回应称，这
将取决于美国能在多大
程度上为数百万尚未接

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
福奇表示，过去几

周，美国的新增病例
和住院数在下降，不
过新冠死亡人数仍在上
升。“我对新冠死亡病
例数会像住院人数那样
下降感到强烈怀疑。相
关数字下降的速度以及
下降的程度取决于多种
情况，将会受到诸如寒
冷天气、人们在室内活
动、他们遵守美国疾控中
心指南程度的影响。”

对于美国今后是否会

出现新增病例激增的情
况，专家之间存在着分
歧。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
卫生教授、急诊医生莉安
娜·温表示，美国一些州
仍在竭力应对最新的一波
德尔塔疫情，“我很担心
民众变得自满，认为最近
的一波疫情已经过去。
我们以前也见过这样的
情况：新增病例数先是
上升，然后下降，随后
人们就放松了警惕，这导
致了美国的病例数维持
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福奇：我对美国今冬新冠死亡病例数会下降的观点“强烈怀疑”

福奇

85岁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去世 

此前曾感染新冠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

【新华社莫斯科】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９日说，涉嫌盗窃
的美国驻俄大使馆３名
人员已决定离开俄罗斯。

扎哈罗娃当天在接受
视频社交平台“优兔”
上“索洛维约夫直播” 
频道采访时说，涉嫌盗
窃背包的美国驻俄大使
馆工作人员选择了离开
俄罗斯的方案。她同时
补充说，据她所知，背
包至今没有归还被盗者。

俄罗斯媒体８日援引

俄外交部的消息报道，俄
方已向美国大使馆发出照
会，要求取消美国大使
馆３名工作人员的外交
豁免权以追究他们的刑
事责任。这３人涉嫌盗
窃一名俄罗斯公民的财
物。俄外交部表示，如
果美方拒绝俄方有关取消
外交豁免权的要求，这３
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必
须立即离开俄罗斯。

据俄媒体报道，盗窃
背包事件发生在９月中
旬。当时美国大使馆３名
工作人员在莫斯科一家夜
店偷走了一名男性的背
包。该男子发现背包不见
后立刻报警。莫斯科警
方通报说，经查明，３
名嫌犯是美国驻俄大使
馆的海军陆战队军人，
年龄从２１岁到２６岁
不等。据塔斯社报道，
侦查机关手中有３人带
着偷来的背包进入美国大
使馆的视频记录。

俄外交部：涉嫌盗窃的美驻俄使馆

3名人员已决定离境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警告

疫情后的失衡可能阻碍经济复苏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

【央视新闻】新加坡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10
月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10月13日起，
除12岁以下儿童外，未接
种新冠疫苗的民众不能
堂食和进入商场与景点，
但仍可打包食物。

工作小组指出，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很大
比例的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在未察觉患病时经常
前往餐饮场所、购物中
心，在公共场所传播病
毒，加大未接种疫苗者
感染的风险。

为了进一步保护未
接种疫苗的人群以及减
轻新加坡医疗保健系统

的负担，政府将扩大疫
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
措施至商场、景点、小
贩中心和咖啡店。12岁

以下儿童不受新措施影
响。已完成疫苗接种的
父母仍可带12岁以下的
小孩进入商场和景点。

新加坡规定未接种新冠疫苗者

将禁止堂食及进入商场和景点

从10月13日起，除12岁以下儿童外，未接种新冠疫
苗的民众不能堂食和进入商场与景点

回购利率4%不变 

印度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界面新闻】朝鲜
最大保险公司——朝鲜
民族保险总公司10日在
官网公布的会计资料显
示，受洪灾影响，公司
2020年净收入同比减少

16.8%，为65.34亿朝
鲜元(约合人民币4680
万元)。

资料显示，该公司
去年总收入为486.338
亿朝鲜元，总成本为

389.537亿朝鲜元，共
向国家上缴31 . 4 6 1亿
朝鲜元。从部门来看，
非生命保险部门的净收
入同比大减4 0 . 4%，
为33.74亿朝鲜元，创

2017年以来新低。投资
部门净收入 同 比 减 少
30.4%，为12.36亿朝
鲜元。生命保险部门
同比略增至67.66亿朝
鲜元。

该公司表示，去年8
月至9月接连不断的台
风引发洪灾，导致人民
经济在多 方 面 深 受 冲
击，保险行业也遭受
影响。

朝鲜最大保险公司：受洪灾影响 2020年净收入同比减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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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I N D O / 印 度 尼
西 亚 企 业 家 协 会 总 主
席 Ir.Hariyadi B. 
Sukamdani ：

印尼与中国的本币结
算，实际上自 2016 年
以来 APINDO 一直在努
力进行争取，2018 年 11 
月 2 日，APINDO 和印
度尼西亚银行行长Pe r r y 
Warjiyo 成功地调整了步
骤，特别是通过与中国开
展进出口活动的成员提供
数据支持印度尼西亚银
行。

中国是我们在进出口
活动中最大的伙伴国。此
前工行印尼行长曾提交过
数据，到目前为止， 使

用美元的偏好非常大，所
以Hariyadi说如果没记错
的话，到2020年进口活
动中使用美元的比例已经
达到了83%，而用于出
口的则更大约92%使用美
元。

这就是APINDO 对确保
我们的贸易平衡，特别是
维持印尼盾稳定地方。随
着这个 LCS 的存在，我
们希望对美元的使用或依
赖会减少，从长远来看，
我们的经济活动会更有效
率也希望印尼盾能走强，
最终经济活动进出口会更
强大以及经济增长会更
快。

为此，我们要感谢中

央银行、印度尼西亚银行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中央银行以及一直支持
ICCD银行的合作伙伴，
指定了交叉货币交易商/
ICCD。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印度尼西亚有12家银
行，中国有8家银行。

这 是 令 人 振 奋 的 步
骤，如果我们从印度尼西
亚与日本的LCS数据中学
习，那么我们对中国非
常有信心，这肯定会更
加优化。在日本，增长
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我
没记错的话，仅仅一年
时间，从2019年的 780
万美元到2020年的超过
1亿美元。稍后，当然 
Bank Indonesia/Donny 
Hutabarat先生会进一步解
释数据。

但即便如此，对于日
本，LCS 的使用仅占我们
与日本贸易总额的 3.4%
。对于中国才刚刚开始，
我们希望在ICCD 银行支

持下稍后出现的数字将使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更有效
率，当然也会促进两国的
双边贸易和经济，特别是
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L I T /印尼 -中国经
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
会总主席 Mayjen TNI 
（PURN）Sudrajat ： 

我很欢迎9月6日有关
本币结算/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的实施决定。
其实这早在14-1 5年前 
2007/2008 我出任驻华
大使时已提过，APINDO 
在Hariyadi Sukamdani 领
导的合作和努力下，与中
国工商银行合作继续为
政府提供了多方的鼓励及
说服力。商家有待确认这 
LCS，这样才会真正鼓励
印尼和中国的经济合作。

对于印尼-中国经济、
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而
言 ， 能 够 促 进 两 国 之
间的贸易符合我们的利
益，2000年代当我们在
促进印中两国双边关系的
时候。我们的交易量只
有 80 亿美元。在我担任
大使时它达到了280亿美
元，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
达到了每年 750-800 亿
美元。

我们的出口和进口是
相对平衡的，中国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
家，因为我们的出 口大约
21%以上，但另一方面，
我们从中国进口了大约
25%的进口商品。确实存
在轻微的不平衡， 但未来
这将是相对平衡的事情。

印度尼西亚企业家协会
Ir. Hariyadi B. Sukamdani 总主席

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
Mayjen TNI (PURN) Sudrajat 总主席

在本币结算实施视频研讨会

Webinar 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06 Oktober 2021

Ir. Hariyadi B. Sukamdani Mayjen TNI (PURN) Sudrajat

《 本报讯》本月 6 日星期三APINDO 

与LIT 分别作为主办和协办方在中国工商

银行雅加达分行偕同 APINDO 举办的本币

结算/LCS 视频研讨会上，双方领导人各

自发言如下。

我们欢欣鼓舞地欢迎
这本币结算的实施，怀着
对华贸易的精神，这必将
激励我们增加对华贸易并
提升印尼的工业能力。印
尼出口给中国的是初级商
品而我们进口大量制成
品，但希望这种平衡会发
生变化，以便鼓励我国有
更多的制成品外销，希望
通过这实施本币结算的政
策将带来双边贸易的刺激
从而增加交易量。

尽管我们和中国之间
的流动性平衡非常不同，
但希望印度尼西亚能很快
赶上。如果我们现在是 
600亿美元，中国可能在 
2000亿美元以上，也许
我们可以达到700-1000 
亿美元，我想这就是我们
未来所希望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然我们不再依赖美元与
中国进行贸易，这也是 
HariyadiSukamdani 先生
所说的，我们进出口超过 
81％使用美元，也许现在
可以减少到80%以下。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

将面对一些提问有关LCS 
与政治稳定等的问题，我
说这超出了我们的地缘政
治预测，如果南中国海我
相信在未来20年内不会发
生公开冲突，我们的贸易
将继续。

印尼和中国等各个发
达国家开始进行各自的
本币结算。所以未来的
世界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的，但对我们来说，重点
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必须
谨慎。我们不能太欣喜若
狂，但要尽可能地保护
好，希望通过推广和本币
结算能够真正提高印尼的
生产力，并保证我们与中
国的投资和贸易合作。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与
中国的关系是全面的、先
进的，现在我们处于本币
结算水平，我相信这将推
动和提高我们的贸易。

希望印度尼西亚-中国
会继续前进，我们也必须
小心不要失去谨慎希望未
来LCS能够真正维护印尼
和中国的尊严。

【华侨大学网站】随
着福建省全域实现中高
风险区“清零”，我校自
今天开始有序恢复线下教
学，从完全线上教学模式
切换到线下、线上同步教
学模式。

据悉，复课首日，泉州
校区共有231个本科班级的
201门课程在147间教室上
课，厦门校区共有276个本
科班级的235门课程在197
间教室上课，两校区共有
69门课程的任课老师继续

采用线上教学模式。
校党委书记徐西鹏对

本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工
作高度重视，多次指示相
关部门提前部署并周密安
排好线下教学的各项准备
工作。

校长吴剑平，副校长
彭霈、王丽霞分别在两校
区教学楼实地检查疫情防
控、教师课堂授课、错峰
教学、学生出勤、线上听
课、教学设备运行等情
况，对部分环节提出改进

意见。
两校区教学督导组、

各学院党政负责人也第一
时间深入教学一线，全面
检查教学情况。

从检查情况来看，两
校区教学总体运行状况良
好，任课教师熟练操作线
下、线上教学设备，授课
认真；学生在教室上课精
神饱满，部分继续在线上
课的学生积极互动，课堂
气氛活跃，教学秩序井
然。

为确保线上教学与线
下教学阶段的有序衔接，
教务处协同人事处、信息
处等部门认真制定线下教
学保障工作预案，提前统
计两校区线上和线下教学
课程的授课情况，对任课
教师无法按期组织线下课
堂教学的班级开展多媒体
教学设备和在线教学平台
功能培训，动员班主任和
辅导员等队伍维持教室课
堂秩序。

据悉，在线上教学期

间，教务处指导各学院汇
总整理本学期全部课程的
线上教学平台信息，指导
教师熟练掌握直播录播、
慕课教学、远程辅导等线
上教学模式，确保线上教
学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
质等效；信息处通过桑梓
微助手、今日校园等平台
及时发布相关线上教学信
息，积极协调运营商增加
校园网络出口带宽，先后
两次给学生网络套餐增加
40G流量；学生处通过学

生组织的QQ群、微信群、
公众号等平台及时传递教
学工作信息，组织辅导
员、学生干部等走访学生
宿舍，汇总整理学生的教
学诉求并积极协调解决。

接下来，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多部门将
继续协同联动、各学院密
切配合，确保正常教学秩
序的平稳有序，进一步提
升教学运行管理和精准服
务能力，为我校本科教学
质量保驾护航。

恢复线下教学 

我校两校区首日教学秩序井然



《本报讯》2021年11
月8日，印度尼西亚策展
人和行政管理协会(IKAPI) 
在雅加达南部的Tri Brata
大楼，举行了第10届策展
人和管理人员的任命和就
职典礼人数多达114位。

这些策展人和行政管
理人员之前曾参加过IKAPI 
组织的教育和考试已被宣
布通过并且已在印度尼西

亚商业法院处理破产和
债务支付义务暂停(P��(P��
nundaan K�wajiban P�m�
bayaran Utang )程序中注
册为策展人和管理人员。

考虑到教育过程是在
线进行及IKAPI 的日常管
理和迄今为止仅通过电脑
屏幕和社交媒体，再加上
创始人的到场，因此，这
场以交友出发点“ 因不

知而不爱”为主题的活动
非常热闹，因为这第十届
成员渴望彼此能够面对面
的交流。

尽管最近关于暂停破
产和PKPU 的言论引起了
轰动，策展人与行政管理
人员的职业似乎仍然是印
度尼西亚律师和会计师的
梦想职业，这可以从新任
命的策展人和行政管理层

的热情中看出。快乐和幸
福的表达伴随着他们成功
作为策展人和行政管理人
员以及IKAPI 成员。

新任命的策展人和管
理人员似乎已迫不及待地
执行他们的专业任务。
为此，IKAPI总主席Oscar 
Sagita在致辞中提醒，策
展人和管理人的职业必须
以专业、尊重和正直的态

度进行，这样策展人和管
理人员才能维护这个职业
和组织的荣誉，不要忘记
IKAPI的形成历史。

这与辅导团主席Lucas 
SH的指示一致，他警告
这些年轻的策展人和管理
人员以专业、尊重和正直
的方式开展他们的职业，
并补充说IKAPI 成员之间
要互相尊重。

除了作为IKAPI新成员就
职典礼的场所外 这也是
IKAPI新任秘书长Primaditya 
Wirasandi之介绍活动。

本次活动遵照严格的
卫生规程进行直到晚上九
点才结束，其中各项庆祝
活动都是第十届成员之贡
献，借此表达他们对职业
以及对IKAPI 作为其上级
组织的感激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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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策展人和行政人员协会
(Ikatan Kurator dan Pengurus Indonesia)

第十届就职典礼

Lucas SH IKAPI 辅导团主席与第十届就职典礼人员合影留念。

Lucas S.H.-IKAPI辅导团主席向第十届最佳毕业
生戴上别针。

Lucas S.H.-IKAPI辅导团主席向 Michael Pradipta 
N.S.H. ; Meylani S.H.第十届毕业生戴上别针。 Lucas SH与Ruth Shella合影。 Lucas SH与Annisa Patoppoi合影。

IKAPI领导层其中五位名字不按次序列如下：Albert Jen Haris Marbun S.H., M.H. (机构间关系)； 
Dra.Fennieka Kristianto S.H., MH., M.A, M.Kn. (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领域)；Lucas SH ( IKAPI辅导
团主席)；Tisye Erlina Yusuf S.H.,M.H.(倡导协调员和区域代表)；Oscar Sagita S.H.( 总主席)。



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出
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
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
上方悬挂着“纪念辛亥
革命110周年大会”会
标，后幕正中是孙中山
先生画像，10面红旗
分列两侧，上面悬挂
的“1911”“2021”
字标格外醒目。

上午10时，大会开
始。全体起立，高唱
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 近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他强调，孙中山
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
雄、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中国民主革命的
伟大先驱。孙中山先
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
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
功绩彪炳千秋，在辛
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
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
垂青史，辛亥革命永
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
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
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
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
者、最忠诚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
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
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
大抱负。孙中山先生振
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
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
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
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
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

习 近 平 强 调 ， 今
天，经过长期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
制度保证、更为坚实
的物质基础、更为主
动的精神力量。我们
要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
命，掌握历史主动，
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
前进。

习近平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
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
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
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
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 路 是 最 根 本 的 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
路。新的征程上，我
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
摇，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坚定志不改、道不变
的决心，牢牢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中。要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 个 全 面 ” 战 略 布
局，全面深化改革和
扩大开放，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不断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不断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
己 的 英 勇 奋 斗 。 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抓
住历史机遇，增强忧
患意识、始终居安思
危，保持革命精神和
革命斗志，勇于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以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
意志品质，坚决战胜
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
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
风险挑战，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习 近 平 强 调 ，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必须同舟共济，
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
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
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树立高度的民
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
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紧紧依靠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
斗，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不断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广泛凝聚中华民
族一切智慧和力量，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
儿女万众一心、共襄
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
局面。

习近平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
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
定的国际环境。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加强同
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台湾
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
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解决。这是中华民
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
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意志。以和平方
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
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
们坚持“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
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
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荣伟业。中华民
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
统一的光荣传统。凡是
数典忘祖、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
有好下场，必将遭到
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
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
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
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
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
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指出，经过
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
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
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
就，迎来了民族复兴
的光明前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
荣，也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使命。我呼
吁，海内外全体中华
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发扬孙中山先
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
伟大精神，携手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继续奋勇前进。

汪洋在主持大会时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高度评价了辛
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
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
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
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
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
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
示，郑重宣示了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和“九二
共识”、坚决遏制“台
独”分裂活动、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继承和弘扬辛亥革
命精神，加强中华儿女
大团结，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
聚磅礴力量。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
湘代表各民主党派、全
国工商联，中国侨联主
席万立骏代表各人民团
体在大会上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以及中央军委
委员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
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及部分人大代表，在京
全国政协常委及部分委
员，民族、宗教界和社
会团体代表，部分外国
驻华使节，应邀参加纪
念活动的辛亥革命先驱
后裔，香港、澳门、台
湾有关人士代表及海外
来宾，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
群众代表等约3000人参
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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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增7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日讯，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
心10月10日公布，台湾新增7例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确诊病例
16294例，其中本土病例14582例。自
2020年起，累计846例死亡病例，其
中本土病例834例。（界面新闻）

党部大楼遭拍卖　
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举行告别仪式

10日讯，因积欠党工退休金，中国国
民党新竹市党部大楼遭拍卖，10日举行
告别党部仪式，现场有不少党员落泪，
艰难告别逾30年历史的市党部大楼。

因国民党深陷财政困难，积欠党工
退休金，地处繁华街区的新竹市党部自
建大楼，日前遭不当党产委员会以3.1
亿元（新台币，下同）的价格拍卖，其
中约6000万元将用于支付党工退休金及
转入国民党退休员工权益促进会，其余
则归不当党产委员会规划。国民党新竹
市党部10日举行党部大楼告别仪式，党
部主委许修睿呼吁党员们坚强，但现场
许多党员仍难过落泪。市议员黄美慧表
示，国民党受到民进党不公不义的欺压
及对待，未来重返执政之路必定有更多
困难需要突破。（中新社）

香港10日无新增新冠确诊
10日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

生防护中心10日通报，当日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
持12261宗。此外，防护中心正调查
一宗外地确诊个案，54岁女患者是
机组人员，并无病征。她居于东涌海
堤湾畔2座，3月和4月曾在香港接种
两剂复必泰疫苗。该患者本月6日在
港接受检测的结果呈阴性，翌日乘搭
CX101航班前往澳洲，同日于当地抽
取的样本测试结果则呈阳性。为审慎
起见，她于潜伏期在港居住的地点纳
入强制检测公告。过去14天（9月26
日至10月9日），香港累计报告76宗
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
其余均为输入个案。（中新社）

蔡英文吁各党派放下成见　
柯文哲：只看到民进党打压政敌

10日讯，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10日在“双十节”大会上呼吁，台湾
各党派应用共识化解分歧，共同化解
难题。对此，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表示，只看到执政的民进党一再为执
政不力操作反中议题，打压政敌。

蔡英文在“双十节”上称，希望在
未来几年的任期中，共同寻求解决这些
议题的路径，让社会跟行政部门合作，
一起寻找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化解
困难议题。对于蔡英文的说法，柯文哲
认为，近年来只看到执政的民进党，一
再为执政不力操作反中议题，不断打压
政敌，看不到一点愿意对话的空间，“
对内、对外皆然”。柯文哲强调，民进
党不该只图党派私利、操弄意识形态，
却置民众的安危于险途；唯有克服私
利与意识形态，不在自己同胞中制造敌
人，台湾才能继续前行。（中新社）

丹江口水库首次实现170米满蓄目标
10日讯，记者10日从中国水利部

获悉，当天14时，丹江口水库水位蓄
至170米正常蓄水位，这是水库大坝
自2013年加高后第一次蓄满。

据统计，秋汛以来，汉江上游降
水量520毫米，较常年偏多1.5倍，
为1960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位。丹
江口水库发生7次超过10000立方米
每秒的入库洪水过程，其中3次洪水
洪峰超过20000立方米每秒，9月29
日最大洪峰达24900立方米每秒（为
2011年以来最大）；丹江口水库秋
汛累计来水量约340亿立方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约4倍，为1969年建库以
来历史同期第1位。针对严峻汛情，
水利部多次召开会商会，强化丹江口
等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统筹安排
部署秋汛洪水防御和汛末蓄水工作。
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精细调度以丹江
口水库为核心的汉江上中游干支流控
制性水库群，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实现了
丹江口水库首次蓄水至正常蓄水位
的调度目标。据了解，在设计条件
下，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蓄满率约
为11%，这意味着大约平均每十年
左右丹江口水库才能蓄满一次。水
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丹江口
水库蓄至170米，标志着今年汉江秋
汛防御与汛后蓄水取得双胜利，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和汉江中下游供水打
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丹江口枢纽工程
整体竣工验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当
前，各项安全监测数据表明，丹江口
水库大坝运行状态正常。（中新社）

台风“狮子山”致珠海暴雨袭城 公交停运居民出行严重受限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日讯】纪念辛亥革

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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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

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

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

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

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

同奋斗。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

【中新社珠海10日
讯】10日，受台风“狮
子山”影响，广东珠海
普降大暴雨。珠海市气
象局于当天7时45分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
降雨致珠海多条道路水
浸，全市公交线路一度
暂停运营，居民出行严
重受限。该市香洲区开
放超过60处的庇护场所。

当天早8时许，受到

强降雨影响，珠海市包
括情侣路城市阳台、海
滨泳场、吉大路、明珠
路人民路下穿隧道、金
鸡路、白莲路、板樟山
隧道迎宾北路等路段因
水浸严重而无法通行，
交警部门对情侣路采取
临时封闭交通管制。

珠海市防汛防旱防
风指挥部、珠海市应急
管理局提醒，受强降雨

影响，横琴部分道路水
浸严重，为确保人员车
辆安全，当天11时30分
起，交警部门已对横琴
大桥实施交通管制。

当天的暴雨导致公
交线路受到严重影响，
珠海公交集团一早就发
出紧急通知：全市公交
线路暂停运营，恢复时
间待定。请全体市民非
必要不出行，并注意人

身安全。
截至当天14时，记者

从珠海公交集团获悉，
根据天气及道路通行情
况，从12时40分起，
珠海市内陆续恢复46条
公交线路运营，但仍有
部分线路未达到安全通
行的运营条件，暂时尚
未恢复运营，包括4条
跨城区线路暂时停场待
命。珠海斗门区域13时

起陆续恢复线路48条，
金湾区域从13时10分起
陆续恢复线路57条。

珠海九洲港码头航
班方面，九洲岛航线和
海上看珠海航线全天停
航；九洲港至深圳机场
码头航线13时20分（
含）起正常开航，九洲
港至深圳蛇口航线12
时3 0分（含）起正常
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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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2021年巴布亚第廿届全运会奖牌榜

1 西爪哇省 82 66 72 220

2 东爪哇省 70 61 55 186

3 雅京特区 69 57 71 197

4 巴布亚 61 32 61 154

5 中爪哇省 18 32 36 86

6 巴厘岛 16 13 22 51

7 廖内省 14 16 15 45

8 东加省 11 24 29 64

9 西努省(NTB) 8 6 4 18

10 楠榜 8 5 5 18

印尼队在汤杯首战只
派出克里斯蒂、阿山/塞
蒂亚万这些常规球员，他
们以5比0轻取阿尔及利
亚队。同组的中国台北队
在2比0领先后被泰国队
连扳三场，他们以2比3
落败。阿塞尔森首场经过
三局激战以2比1（21比
13、20比22、21比8）力
克法国的波波夫，之后四

场丹麦队都顺利赢球，他
们以5比0横扫法国队。
同在B组的韩国队以4比1
战胜德国队。

尤伯杯小组赛，日本
队在单打没有派出山口茜
等绝对主力，使用了高桥
沙也加、大堀彩和高桥明
日香，双打方面日本队则
做了更多的尝试，福岛由
纪与松友美佐纪搭档，松

本麻佑与松山奈未配对，
结果她们连赢五场以5比
0横扫法国队。

其他尤伯杯比赛，与
中国队同组的丹麦队以4

比1战胜马来西亚队，与
日本队同组的印尼队以4
比1战胜德国队。C组的
韩国队以5比0击败大溪
地队。

阿塞尔森率丹麦横扫法国 

日本双打变阵尤杯开门红
【新浪体育10日讯】汤尤杯决赛阶段结束

首日争夺，汤杯争冠热门印尼队、丹麦队都

轻松拿到开门红，尤杯大热门日本队雪藏了

单打主力，她们同样在首战横扫对手。

【网易体育10日讯】
20 2 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 赛 A 组 的 一 场 大 战 打
响，葡萄牙在主场对战
卡塔尔。由于卡塔尔是
被邀请参加欧洲区世预赛
的，因此本场比赛的结果
不计入世预赛小组成绩。
上半场比赛，C罗门前抓
住机会补射得手。下半场
比赛，冯特禁区内补射
得分，安德列-席尔瓦头
球攻入一球。全场比赛结
束，葡萄牙3-0大胜卡塔
尔获得了胜利。两支球队
仅有一次对战的经历，就
是在上个月的世预赛中，
当时葡萄牙凭借着安德

列-席尔瓦、奥塔维奥以
及B费的进球3-1击败卡
塔尔。

葡萄牙（442）：22-
迪奥戈-科斯塔/2-达洛

特、1 3-达尼洛、6-冯
特 、 1 9 - 努 诺 - 门 德 斯
（46’5-塞梅多）/23-若
昂-马里奥（71’8-穆蒂
尼奥）、14-威廉-卡瓦略

（60’10-贝尔纳多-席尔
瓦）、21-努内斯（71’11-
布 鲁 诺 - 费 尔 南 德 斯 ）
、17-格德斯（60’16-帕
利尼亚）/9-A席、7-C罗
（46’15-拉斐尔-莱奥）。

卡塔尔（541）：1-萨
德-西卜/ 3 -哈桑、5-
萨勒曼、15-巴萨姆-拉
维、14-艾哈迈德、2-米
格尔/6-哈特姆、12-布
迪亚夫（7 6’ 2 3 -阿西
姆-马迪博）、10-海多
斯（71’20-阿卜杜拉-
阿卜杜勒萨拉姆）、11-
阿菲夫/1 9-莫埃兹-阿
里（76’9-优素福-优素
福）。

【网易体育10日讯】
202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小组赛I组进行了第
7轮的一场比赛，英格
兰做客安道尔国家体育
场对阵安道尔。英格兰
5-0取胜，奇尔维尔、萨
卡、亚伯拉罕、普劳斯
和格拉利什依次进球。
本场后英格兰小组赛6胜
1平19分小组第一。

两 队 共 有 5 次 交 锋
英格兰全胜进20球0丢
球，本次预选赛英格兰
主场4-0大胜。因为对
手很弱，英格兰凯恩、
斯 特 林 等 主 力 都 没 首
发，是尽遣替补出战。
英格兰使用433阵型，
中 场 只 有 普 劳 斯 一 名
防守型球员，进攻型的
福登和林加德都出任中
场，进攻三叉戟是亚伯
拉罕、萨卡和桑乔。

安道尔（541）：1-
戈麦斯/18-热苏斯-卢
比奥、22-克里斯坦-
加西亚（31’ 6-利
马（63’ 5-埃米利-
加西亚））、3-瓦拉
兹、20-罗维拉、21-
马克-加西亚/ 2 3 -约
尔 迪 - 卢 比 奥 （ 8 2 ’ 
17-塞沃斯）、4-雷贝
斯、8-维埃拉、2-马
丁内斯（64’ 14-阿莱
兹）/9-桑切斯（64’ 
19-费尔南德斯）。

英格兰（433）：1-约
翰斯通/2-特里皮尔、5-
斯通斯（60’ 15-托莫
里）、6-考迪、3-奇尔
维尔/8-福登、4-普劳
斯、10-林加德（73’ 
19-芒特）/7-萨卡、9-
亚伯拉罕（80’ 23-沃特
金斯）、11-桑乔（72’ 
21-格拉利什）。

【网易体育1 0日讯】
在今夏欧洲杯中，丹麦成
了最大黑马。在早早失去
中场核心埃里克森的情况
下，丹麦爆冷打进4强。
在本届世预赛中，丹麦队
又成了欧洲最强队。丹麦
在今天凌晨客场4-0轻取
摩尔多瓦，并成为欧洲区
唯一全胜的球队，而且丹
麦队7场比赛下来竟然0丢
球！

此役的四个进球，全
都出现在上半场。23分钟
时，奥尔森禁区右侧底线

横传，霍伊别尔前点推射
击中近门柱，奥尔森得球
后小角度低射破门。

34分钟时，奥尔森禁区
右侧传中，皮球击中马兰
迪茨扬起的手臂，主裁果
断吹罚点球。中卫队长克
亚尔选择大力射门，皮球
击中横梁弹入网窝中。

39分钟时，奥尔森第三
次制造进球。奥尔森右路
角球传中，诺尔高在门线
前与后卫对抗的情况下，
仍然伸腿将球踹入网窝
中。

【网易体育10日讯】
2021赛季乒超联赛进入半
决赛争夺，女子团体首场
半决赛，常规赛排名第一
的山东鲁能，以3-0轻松
淘汰上海龙腾，陈幸同拿
到两分，与陈梦合作双打
得胜，王曼昱轻松横扫，
山东鲁能率先打进决赛。

由陈梦和王曼昱两位奥
运冠军组成的山东鲁能，
循环赛取得五连胜的战绩
排名第一，半决赛的对手
是两胜三负的上海龙腾。
循环赛两队交手时，山东
鲁能总比分3-0获胜。

第一场双打，陈梦/陈
幸同迎战刘斐/杨韵屹。
首局陈梦/陈幸同进入状
态更快，两人配合默契很
快进入角色，进攻端占尽
主动，一路领先以11-6获
胜。第二局场上局面较为
僵持，双方打到10平难分
伯仲，陈梦/陈幸同把握
住关键分的机会，连得2
分以12-10获胜。第三局
陈梦/陈幸同一鼓作气。

没有给对手任何可乘之
机，以11-7结束这一分的
争夺，直落三局为山东鲁
能打开胜利之门。

第二场单打，王曼昱
对阵陈熠。王曼昱实力明
显占优，首局很快打开局
面，大比分占优以11-5先
拔头筹。第二局两人前半
段争夺尚算激烈，但王曼
昱此后成功拉开比分，以
11-8又赢一局。第三局
王曼昱速战速决，很快确
立优势，以11-3轻松结束
战斗，为山东鲁能再添一
分。

第三场单打，陈幸同再
次出场面对杨韵屹。陈幸
同明显实力占优，首局以
11-8先声夺人后第二局又
11-7拿下，第三局乘胜追
击以11-2锁定胜局，个人
得到两分带领山东鲁能总
比分3-0轻松淘汰上海龙
腾。

决赛，山东鲁能将迎战
深圳大学和大土河华理的
胜者。

乒超陈梦双打获胜王曼昱横扫 

山东鲁能3-0先进决赛

世预赛-C罗门前补射得手 葡萄牙3-0大胜卡塔尔

欧洲杯黑马4-0吊打!7战全胜0失球 再赢1场进世界杯
44分钟时，丹麦队打进

第4球。达姆斯高送出精
彩挑传，波尔森反越位低
射被门将扑出，迈赫尔跟
进将球补射送入空门。在
半场4-0领先的情况下，
丹麦队中场休息后就把奥
尔森、克亚尔保护性换
下。

在7轮世预赛后，丹麦
全胜积21分领跑，比排名
第二的苏格兰高出7分。
只要下轮战胜奥地利，丹
麦就将锁定小组头名并提
前晋级世界杯。在7场比
赛中，丹麦队打进26球0
丢球，攻防两端都展现出
了惊人的统治力。

世预赛-格拉利什造点+破门!

英格兰5-0大胜安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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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请你出去吗？我想
跟小姐说几句话。”赵平
澜的口气根本不容置疑。
伊冬张开嘴巴又阖上，
虽然不清楚自己为何要
听命于他，可是在他面
前，她就不自觉的变得
很小很小，甚至比那只
只会撒娇卖乖的小小还
小……出身不同，说话
的气势就是不一样。
伊冬蔫蔫的往外移动脚
步，不过，她终究记得贴
身丫鬟的身分，丢了一句
话给赵平澜。
“我就在门外，小姐有事
再唤我。”
之后赵平澜倒了一杯热茶
给张水薇。“小姐不是说
了，你只想在能力范围内
做能做的事吗？”
是啊，她真的认为尽自
己的本分，做自己该做的
事，这就够了，可是验尸
之后，她觉得体内有一股
火在烧着，她觉得应该做
点什么，不能就此停住。
验尸之前，她并未想过
推 翻 其 他 仵 作 验 尸 结
果，不过，尸体不同时
间表现出来的伤痕是不
一样，也许，开始不曾
暴露的伤口，经过一段

时间就会显现出来，因
此 她 特 意 查 看 尸 体 颈
部 ， 果 然 有 个 淡 淡 瘀
痕，若不仔细观察，很
容易被混作尸斑。
经过解剖，舌骨附近的肌
肉上有少量出血，不过并
未出现舌骨断裂情况，可
见凶手施力的程度不至于
将她扼死。 
更深一步解剖查证，可以
推测秦夫人生前仅仅被拿
住颈部，而此举可能是为
了让她吸入迷药晕过去，
也难怪秦夫人死于悬梁，
身上却未见悬梁自尽应该
有的挣扎。
可惜，自己无法借着尸体
呈现出来的情况证实自己
的推论。
秦家上上下下皆言秦夫人
前些日子一直很不安，老
是说见到鬼，而那些鬼的
模样正符合先前看似被凌
虐致死的妓人。
因此众人理所当然认为
她乃受不了良心谴责上
吊自尽，可是，姜家坚
持姜家的女儿不会干下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更
不可能畏罪自尽，要求
重新验尸。
刘刺史不得已请张水薇过

来验尸，因为她曾经帮秦
夫人看病，姜家的人必然
相信她验尸的结果。
半晌，张水薇缓缓喝了
一口茶，轻吐了一口气，
道：“刘刺史根本不想破
案，不过是想借着我让姜
家闭上嘴巴。”
“刘刺史是当官的。”赵
平澜淡淡说道。
“我知道他的考量，可
是，他怎能试也不试一
下？也许，此事并没有牵
扯到他不能得罪的人。”
“无论此事是否牵扯到他
不能得罪的人，他都最好
不要继续追查下去。”
“这是为何？”张水薇不
解。
“有时候知道太多了并非
好事，尤其关系到那些可
以左右朝堂的权贵，刘刺
史深谙此理，因此不想知
道太多了。”
一个人可以掌握他人更多
秘密，当然是好事，但是
没有相对的权力和地位保
有这些秘密，这些秘密只
会将你变成他人的祸患，
将你陷入险境。
刘刺史不是出身寒门，没
有只身一人可以豁出去的
耿直，也没有足以为挡在
他前面的大家族，刘刺史
不得不到此为止。
细细品味，张水薇也明白
了。
师傅总是提醒她，验尸
只是为了帮助她更了解人
的身体，不是为了让她成
为正义之士，判定谁是谁
非。
可是，一想到秦夫人委曲
求全过日子，却连个活命
的机会都没有，她不由得
想起自个儿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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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抽屉中取出另一柄枪，抛
了给我，我接在手中，靠墙
而立，可能勃拉克就在我的身

边，但是我靠墙而立，至少可以使他不
在我的身后。
杰克也和我一样，他开始讲话，道：”

勃拉克，你还在么？”
没有人回答。
杰克道：”勃拉克，你
不要以为你一出声，我
就会开枪，我绝不想杀
你，因为你来远东的任
务，根本无法完成。”
仍是没有人出声。
杰克又道：”我不以为
你作为透明人，会十分
好过，想想看，到了冬
天你怎么办？”
我几乎笑了出来，那的
确是十分滑稽的事，因
为那几乎不像是事实上
会发生的事。
杰克的话，就像是在梦呓

一样。
我吸了一口气，道：”杰克，他不在
了。”
杰克中校道：”不，我知道他在。”
我沉声道：”为甚么？”

杰克道：”直觉，老友，我感到他
在。”
我耸了耸肩，道：”如果他在的话，那
么我们的朋友，或者要我们放下手中的
武器，才肯和我们交谈了。”
杰克呆了一呆，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
放下枪，那实在太危险了！
因为勃拉克随时可以抢到武器向我们开
火的。
我握着枪，竭力想看到勃拉克究竟在甚
么地方，要看到他本人，自然是没有可
能的事，但是我却想着他是不是在走
动，或则他的视力，正如我和杰克所估
计的那样，不是十分好。
那么，他在行动之际，或者会碰跌甚么
东西，我就可以发现他的所在了。
杰克也屏住了气息，注视了五分钟之
久，还是一点结果也没有。
我先开了口，道：”杰克，他可能已趁
刚才开门的时候走了，你要知道，勃拉
克本人，没有甚么值得可怕的，厉害的
是他自己发明、自己制造的那些武器，

如今，他为了使人家看不到他，当然不
敢带武器，那么，他怎敢留在这里？”
杰克又大声道：”勃拉克，你在这里也
好，不在这里也好，有几句话，我必
须向你说一说，人家虽然看不到你，
但是，你的职业凶手生涯，也从此完
了，因为你不能穿衣服，你穿了衣服之
后，就成了一个怪物，你也不能携带武
器……”
杰克才讲到这里，我便大声喝道：”小
心！”
随着一声断喝，我向前”砰”地射出了
一枪，我那一枪，射中了一只文件柜，
而一只水晶的镇纸，则向杰克的头部飞
来。
杰克一挥手，以手中的枪柄，将那只水
晶玻璃的镇纸挡了开去。
也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房门陡地被打
开。
打开房门的当然是勃拉克了，我和杰克
两人，立即举枪向着房门。

“错过他，我会不会后悔？”她喃喃自
语的问着自己，可是脑子一片混乱，一
点主意也没有。
“记得我跟你说过，就现实来说，过去
的不可能是现在，现在的却可以决定未
来。也就是说，过去的早就错过，可
是‘现在’却还在你的手上，如果你今
天抓住这个男人，他就是你未来的一部
分，反之，你的未来将没有这个男人的
一席之地。你期望的未来是前者，还是

后者呢？”
沉吟了半晌，她苦恼的搔了搔
头。“我不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比
起过去，现在更为重要，可是一
想到将来有一天大哥哥出现在我
面前，而我身边已经有另外一个人
了，会不会因此后悔……我就会三
心二意，拿不定主意。”
阎秋天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你
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牵挂
着过去，始终没有认清楚，过去的
就是过去了，不管遗憾还是后悔，
都没有意义。”

“这个道理我怎么会不懂呢？只是我对
过去固执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轻易割
舍。”
与大哥哥相遇是她最美的记忆，割舍
他，无疑是割舍自己最珍贵的一部分，
当然不是容易的事。
“这么说也对啦，可是，有得必有失，
拥有这个就必定失去另外一个，问题是
失去哪一个对你比较不痛？”

是啊，失去哪一个对她比较不痛呢？
大哥哥对她而言，是一段珍藏的记忆；
莫颐晙对她而言，是现在令她心动的男
人。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最近有
好多人在游说齐妈将你和何大哥凑成一
对，连我妈也觉得你们两个是天造地设
的一对，只是因为小薇的关系，我妈不
敢表示意见。”
闻言，齐夏天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谁这么无聊？”
“你也知道，四季花香的婆婆妈妈成天
待在蛋糕森林聊八卦。这件事，几乎每
一个人都认同，只有四季之花不敢大声
附和，她们四个好歹轮流当过小均的保
母，又很心疼小薇，怎么好意思不顾小
薇的感受？”
“不错嘛，还有点良心。”
“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何妈身上，若不是
何妈有这个意思，经过小薇的事，那些
婆婆妈妈哪会那么主观把你们两个凑在
一起？”

“我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有交往的对象，那些婆婆妈妈
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了。”
齐夏天微皱着眉，“感情是很神圣的，
不是为了堵住一群婆婆妈妈的嘴巴。”
“你已经心动了，现在更有理由接受
啊。”
她无言了，是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她
不过是找到一个理由放下过去。
“对了，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前些天
我帮小薇去做打扫的工作，跟小薇碰面
时吓了一跳，她瘦得不成人形，真让人
担心。”
“瘦得不成人形？”
“对啊，不是我夸张，真的是吓坏我
了。”阎秋天心疼的一叹。“事情都过
了半年多，原本以为她应该没事了，没
想到她还陷在其中。”
她就知道小薇不会轻易投入别人的怀
抱，这事很明显是小薇刻意演了一场戏
逼何书尔放手离开，不过这场戏伤了何
书尔，同时也伤了她自己。

(55)

原 谅 别 人 ， 就 是 提 升 自
己。
人生只不过来取走一遭。
不必要斤斤计较。
让自己的怒火。
去伤自己的心。

(37)

(28)

、葛二人，闻言相偕出室。只见
外间石室甚是宽敞，觉罗大师正
坐在禅榻下首的蒲团之上。

葛龙骧趋前方待下拜，大师左手微伸，
一股无形劲力竟使他拜不下去，含笑说
道：“彼此素无渊源，令师冠冕武林，
群流敬仰，贫尼心仪已久。我这化外之
人，不拘礼节，葛小侠请随卫道友在椅
上坐吧。”说罢，又对卫天衢道：“恭
喜卫道友与葛小侠，片言释怨，也为不
老神仙诸大侠，解脱了一桩不白之冤。
孽障已除，功德无量，彼此便可智珠活
泼，无牵无挂的了。”
卫天衢合掌恭身，庄容答道：“卫天衢
回头太晚，慧觉不深，依然时虞魔扰。
大师无边佛法，普渡众生，尚希不吝当
头棒喝。”
觉罗大师笑道：“既已回头，如何说
晚？菩提明镜，不着尘埃。卫道友已是
解人，怎还作此形相？快与葛小侠一同
落座，贫尼我还有事相求。”
卫天衢、葛龙骧听这觉罗大师，四十年
不履中原，尘缘当已早清，竟也说有事
相求，不由暗暗诧异。相互就坐，静听
究竟。
觉罗大师目注卫天衢，微笑说道：“适
才卫道友与葛小侠后室长谈，贫尼闲中
以禅门小术，代卜一卦，道友竟还须再
履尘寰一次，立下一件莫大功德，才得
永摒欲扰。葛小侠却从此否极泰来，他
年必可承继令师衣钵，镇压群邪，为武
林中放一异彩。至于你脸上疮疤，倘能
寻得武林至宝碧玉灵蜍，与一朵千年雪
莲，贫尼尚可效力，使其复原。不过这
两样奇珍，尤其是碧玉灵蜍，普天之下
只有一只，又不知落在何人之手，实在
太难得了。”
葛龙骧道：“晚辈此时一心只在亲仇，
容貌能复原与否，尚居其次。不过那碧
玉灵蜍，晚辈却知道现在蟠冢双凶的青
衣怪邝华峰手中。至于千年雪莲，似听
家师讲过，产在西藏大雪山中，不知可
对？”

觉罗大师慈眉微皱说道：“普通雪莲甚
多，不够千年无用。而千年雪莲，除了
穷搜大雪山以上，别处委实难求。觅取
虽甚艰难，毕竟是无主之物，只要武功
卓越，意志坚强，总还有望。那碧玉灵
蛛，若真落人蟠冢双凶之手，彼此正邪
异途，善取无方，必须用武力强求，那
就费大事了。葛小侠你怎知道此宝现在
邝华峰之手么？”
葛龙骧道把悟元大师黄山得宝，群邪蜂
起攘夺，自己奉命与薛淇赶往救援，终
于一步到迟，碧玉灵蜍已被邝华峰夺
去，并由苗岭阴魔订立三年以后黄山论
剑之约等情，向觉罗大师叙述一遍。
大师听完，点头说道：“如此说来向蟠
冢双凶夺回碧玉灵蜍，就不致师出无名
的了。不过葛小侠虽然师承正派，造诣
看来极深，但要说能盖过蟠冢双凶数十
年精湛功力，恐怕尚难达此境界。贫尼
立誓不履中原，卫道友也要在这一年之
内，仗贫尼之助，把他五行掌力锻炼到
炉火纯青，以备将来办桩大事，目前亦
难为助……”
葛龙骧见觉罗大师如此关注自己，深
为感动，听她愁虑人手，连忙笑答无
妨。又把后半段经历说出，并说明目
前只是心切亲分，无意为自己复容之
事打算。
不过那碧玉灵蜍曾奉师命不可使其落人
群邪之手；本拟在黄山论剑期前，设法
取回，有龙门医隐及独臂穷神两位前辈
奇侠相助，何惧双凶，务请大师释念。
觉罗大师闻言笑道：“葛小侠福缘真
好，竟有如许遇合。柏长青神医盖代，
他只要把贫尼所说的千年雪莲和碧玉灵
蜍寻到，复容之事，便可如愿，毋庸贫
尼越俎代庖。黄山论剑之事，我与卫
道友远隔海外，本来不知，此次听黑天
狐宇文屏道出，才稍明梗概。这一场武
林浩劫，预料定然惨重非常，但无法化
解，正思设法予以略加消弭。方才所
说有事相求，亦即为此。葛小侠你在论
剑期前半月，能再来贫尼这觉罗岛一次
么？”
葛龙骧庄容答道：“大师慈悲愿力，晚
辈无任敛敬。只是适才卫老前辈告知，
此岛孤悬东海，舟揖难渡，晚辈来时，
还望大师加以接引。”
觉罗大师笑道：“那是自然，第三年的
八月初一开始，贫尼即命我座下灵鹤，
在此岛对岸，浙江平阳的古鳌头上，等
你三日。你人已复原，归心想必如箭，
我命灵鹤送你走吧！”
葛龙骧起立告辞，觉罗大师与卫天衢送
至门外。葛龙骧打量这座觉罗岛，果然
四外面海，礁石罗列，波涛光涌。岛不
甚大，但峰灵树茂，景色甚佳。大师口
中所说灵鹤，却未看见。
觉罗大师口忽作清啸，啸声并不高亢，
但听去传送极远。霎时前面海云深处，
飞来一点灰影，在三人面前翩翩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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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

受访专家：PFH（治愈之爪行动）治疗犬公益项目发起人、宠物行为专家 吴 起

本报特约记者 余 华

快乐养老

医学前沿

生活起居

常坐地板可增寿

如今，狗不仅是我们
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成员，
在“看病救人”方面也在
大放异彩。今年9岁的治
疗犬摩摩是一只拥有天使
般笑容的萨摩耶犬，加
入治疗犬行列已有3年时
间，它用温暖和微笑抚慰
了很多老人和儿童。摩摩
的主人陈小姐告诉记者，
有一次在养老院探访活动
中，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的奶奶平时连家人都不
太认得出来，而且拒绝吃
药、不肯睡觉，并伴有
严重暴力倾向，喜欢吐口
水，但一看到摩摩就特别
开心，直呼它为“lucky（
英文：幸运的）”，并轻
轻用手抚摸，给它喂食。
经过了解才知道，奶奶家
里也有一只外型和摩摩相
似的狗，老人虽然有时认
不出女儿，却一直记得和
宠物狗相处的愉快时光。
在和摩摩接触后，奶奶像
变了个人似的，讲卫生、
爱跟大家交流，和其他老
人也相处得更融洽了。看
到这一切，陈小姐更觉得
当初选择带摩摩加入治疗
犬行列是件正确的事。

摩摩之所以能成为一

只治疗犬，为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服务，不得不提到
它的老师——吴起。作为 
PFH（治愈之爪行动）治疗
犬公益项目发起人、宠物
行为专家，吴起是第一个
将动物辅助治疗引入国内
的人。吴起告诉记者，培
训治疗犬在欧美等国家和
地区已有上百年历史，在
国内起步只有9年时间。在
古希腊，一些犬和马经过
培训被用作情绪抚慰，战
争期间，很多狗更是走马
上任去抚慰具有战争创伤
后遗症的士兵们。如今，
因为犬类天生与人亲近，
在全球范围内，治疗犬的
培训和应用越发广泛。

比如，患有认知功能
障碍的老人和自闭症儿
童，由于无法和他人正
常交流，如果能让他们敞
开心扉，多与外界交流，
将对治疗疾病起到很大帮
助。研究发现，这两类患
者更愿意面对小动物，喜
欢和它们交流、直视、抚
触，此时如果有治疗犬的
参与，就能让老人、孩子
将注意力集中在小动物身
上，从而可以慢慢引导与
人交流。除了治疗犬，一

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犬
还可以从事其他服务。例
如，患有抑郁症、焦虑或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
通常精神敏感度较高，服
务犬会在人们的身边长期
陪伴，有利于改善情绪、
多走向户外、与人交流，
提高他们重新回归家庭、
社会的信心。

在国外，一些服务性犬
种，如导盲犬、搜救犬和缉
毒犬等都是由专业机构培
训，而治疗犬在欧美一部
分由专业机构培训，一部
分由民间志愿者以家庭形
式培训。吴起表示：“我
从2012年起进行治疗犬培
训，刚开始全是自己招兵
买马培训治疗犬，后来发
现个人的力量有限，要培
养出一只合格的治疗犬要
花费至少一年时间，而且
精力和经费都非常庞大。
于是我们保留了一部分人
力用在治疗犬的训练，把
更多力量投入到培养家庭
宠物公益志愿者中，我们
分享知识，让志愿者可以
培养他们的狗狗一起参与
到治疗犬项目中。我们对
能成为治疗犬的狗有严格
筛选标准，首先家长要报

名参加线上考试，测试狗
的服从性和社会化，以及
是否能达到一定的基础要
求，线上测评通过率约为 
10%~20%；通过线上考试
的狗将面对线下测试。线下
测试分为A/B卷考评，A 卷
主要是服从性和社交能力，
比如听从指令，如果命令坐
下3次还不能完成指令，该
项目就不及格；B卷则是考
察社会化和敏感度，会测
试狗被触碰身体后的反应，

以及突然受到惊吓会不会
有攻击性，一般线下测试通
过率为 10%~20%。可见，
能入选的都是百里挑一。成
为实习治疗犬后，实习满5
次且表现良好的狗才能成为
正式治疗犬。通常在志愿服
务中，我们会让实习治疗犬
先为难度较低的对象服务，
如有轻微认知障碍的老人，
然后慢慢转为难度较高的，
如精神障碍群体和自闭症儿
童，让志愿者和狗狗都有一

个适应过程。”
对于这些任劳任怨为

人类服务的好伙伴，吴起
表示，目前正在筹建“治
愈银行”，希望能给予治
疗犬更好的福利，比如服
务到一定次数可以获得宠
物食品、用品等奖励；对
于年纪较大、退役的治疗
犬，机构则会与一些医疗
服务单位合作，家长只需
花极低的费用就能给狗狗
看病。▲

公益治疗犬 图源：DR

听从指令性格友好 亲近病人促进交流

治疗犬抚慰脆弱的心

日本冲绳是5个“蓝色
区域”之一，也是世界上
寿命最长女性的家乡。那
里的人们长寿且健康，与
其中一项传统密不可分：
人们坐在地板上阅读、吃
饭、交谈和放松，而不是
坐在椅子上。他们每天
坐着从地板上站起来几
百次，自然而然地锻炼了
腿、背部和核心力量，增
加了灵活性和机动性，也
保持了很好的体态。这一
结论早有研究证实——在

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坐着和
站起来的能力，与更长的
预期寿命相关。

调查显示，生活在世
界“蓝色区域”的人们每20
分钟移动一次，因为他们
的环境就是这样设置的。
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
做坐在椅子上，大部分身
体部位都难以获得充足的
锻炼。为了获得上述益
处，我们可以循序渐进，
调整身边的环境，让活动
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逐渐减少家中椅子数
量。当没有标准椅子时，
我们就不得不寻找替代
方案，以不同方式“落
座”，可以在不知不觉中
增加运动量。布置一些垫
子和靠垫，提醒我们随时
可以坐在地板上。坐地板
的好处是，每15~20分钟
左右，你的身体就会告诉
你改变位置和移动。通过
对环境进行小的改变，对
健康也能做出积极的改
变。▲（唐  敏）

生儿育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 段春岳

很多家长每天叮嘱孩
子，不要驼背，要挺胸抬
头！唠叨的背后是担心孩
子的不良姿势影响今后
的生长发育及外观。事实
上，过度强调挺胸抬头也
是不科学的。

从医学上讲，正确姿势
指的是让脊椎维持在它正常
的幅度，但这并不是指肌肉
可以完全不用力的最舒服姿
势。“葛优躺”之所以广受
大众喜爱，就是因为它不必
用力、最舒服。但因为脊椎
并不在理想的幅度上，所以
舒服过了几分钟后，就会
陆续开始出现其他位置的
紧绷、不适感，容易造成
其他部位的问题。有些家
长比较紧张，担心孩子的
不良坐姿和站姿会影响骨
骼发育。事实确实如此，
长时间的姿势不良可能会
形成高低肩、驼背等，甚
至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
严重的背部畸形，还会
使心脏和肺的发育受限，
诱发近视、斜视等。因
此，让孩子从小养成正确
坐姿，维持骨骼的健康发
展，不仅仅是在外形上减少

驼背，还可减少筋骨疲劳，
减少受伤的可能性。

为什么说一味强调挺胸
抬头不科学？这是因为，
人体脊柱存在四个生理
曲度，胸椎本来就是后凸
的，让孩子过度挺胸反倒
扰乱了正常的生理曲度，
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有
的孩子不是驼背，而是平
背，这样就更不应该挺胸
了。所以，真正需要挺的
只是“胸12、腰1”这两个
部位。“胸12、腰1”位置
很好找：对女孩子来说，
就是穿胸罩或运动背心下
缘的地方；对男孩子来
说，就是整个躯干正中间
的地方。再简单点，就是
在坐直或站直的基础上，
收住肚子就可以了。这个
姿势能让“胸12、腰1”两
个部位稍前突，有效维持
脊柱正常生理曲度。

实际操作中，还要让孩
子养成这样的姿势习惯：

1.坐正坐直。身体不过
度挺胸或后仰，不驼背，
不耸肩或歪斜，坐着即
可。屁股坐满椅子并使身
体跟大腿成90度~95度，

必要时可以拿一个靠背垫
协助孩子坐好。

2 .调整座椅高度。座
椅要能够调整高度，座椅
高度应调整到使手肘能与
桌面同高，或是略低于桌
子5厘米以内。坐好后，
身体离桌子约一个拳头的
距离为佳。双手摆放在桌
上时，手肘可自然弯曲成
100度~105度，即为良好
的桌面高度。

3.确认双脚能舒服的平
放地面。检查孩子的大腿
与小腿能成90度~105度角，
同时双脚又能舒服地平踏地
面，这样坐起来既有稳定
感，两脚也不会酸。如果双
脚无法舒服地平放地面，千
万不要回头调低椅子高度，
因为椅子高度要配合桌子高
度。此时可以买一个脚踏板
弥补落差。

4 .善用看书架。若要
看手机荧幕、看书（可使
用看书架），宜将其置于
视线平行处，或略低于视
线15度~20度角。上下臂
之间也尽量维持90度角，
此时肩颈应该是放松的才
对。▲

脊柱有四个生理曲度，真正需要挺的只有两个部位

坐得太直，孩子腰受不了

雷电给日常生活带来的
伤害不可小觑，当电流通过
水或其他介质进入人体，可
引起全身或局部的组织损伤
和功能障碍，甚至发生心搏
骤停和呼吸骤停，雨中防“
电”已成为亟待关注的卫生
健康话题。据报道，7月11
日，印度拉贾斯坦邦、北方
邦和中央邦至少有74人因雷
电天气丧生。因此雷雨天气
一定要做好“五避四忌”。

雷雨天气要“五避”
：避免雷电入“户”，勿
敞开门窗；避免雷电入“
器”，勿开启电器 ；避免
雷电入“树”，勿在树、
杆等下躲雨；避免雷电
入“顶”，勿在山顶、楼
顶等高处逗留；避免雷电
入“墙”，勿触摸墙上避
雷针等金属。

闪电的电压很高，为1
亿至10亿伏特。一个中等
强度雷暴的功率可达1000
万瓦，相当于一座小型核
电站的输出功率。如果雷
电触碰到人身上，轻者可
出现头晕、心悸、面色苍
白、惊慌、四肢软弱和全
身乏力，重者出现抽搐和

休克，可伴有心律失常，
并迅速转入“假死状态”，
即心搏和呼吸处于极微弱状
态，外表看来似乎已经处于
死亡状态。遭受雷击伤者多
数立即进入假死，应积极进
行心肺复苏，甚至超长期复
苏。下雨天往往伴随着雷电
的发生，尤其是夏季雷电频
发，应该注意避免引雷电上
身。

雷雨天用伞有“ 四忌”
：忌选择金属把的雨伞 ；
忌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忌
高处使用雨伞；忌收纳雨
伞时紧贴通电设备。

“伞电”伤害主要是
指因使用雨伞不当而触电
导致的电击损伤。市面上
销售的雨伞材质、颜色、
功能各有不同，而有部分
雨伞是金属把柄，还有的
带有金属尖部，这都是促
成“伞电”发生的危险隐
患。当在雷雨天使用这种
伞时，雨伞就变成了一根
导雷针，很容易将雷电引
至身上，发生电击伤害。
因此要选用木质 、化纤维 
、碳纤维等绝缘材料的伞
骨，避免靠近电器设施等
危险区域。▲

雷雨天“五避四忌”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院中心原急诊科主任 王立祥

如何让孩子多吃蔬菜，
是让父母颇费脑筋的事
情。然而，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新研究发现，
在孩子的餐盘里放上更多
蔬菜，就能让他们不再挑
食，从而多吃蔬菜。报告
发表于《食欲》杂志上。

研究人员给3~5岁孩子每
餐提供更多蔬菜，主要是

西兰花和玉米，分量从60克
增加到120克。结果发现，
孩子餐盘中蔬菜的分量翻倍
后，孩子们的蔬菜摄入量也
增加68%，这相当于多吃了
21克蔬菜。这表明，仅仅在
孩子的餐盘中多放蔬菜，就
能增加他们的蔬菜摄入量。
研究人员认为，可以慢慢
让孩子喜欢上吃新类型的蔬

菜，此外还可以采用不同调
味料和烹饪方式，从而增加
他们的蔬菜食用量。

研究人员指出，盘子里
的食物必须搭配合理均衡，
因为蔬菜需要与盘子里其他
食物一起“竞争”，如果把
蔬菜与他们最喜欢的鸡块等
食物放在一起，效果可能适
得其反。▲ (楼琳娜)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餐盘多放蔬菜，孩子不挑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