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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0℃

泗水	 晴天	 25-35℃

棉兰	 晴天	 24-32℃

登巴刹	 晴天	 24-32℃

坤甸	 晴天	 25-34℃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12日）

累计确诊 :4,229,813 例
疑似患者 ： 396,064 例
新增病例 :    1,261 例
累计死亡 :  142,763 例
累计治愈 :4,065,4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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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2018年我国政
府通过BUMN	MIND	 ID	获
得印尼自由港公司51%的
股份后，印尼自由港公司
的业绩和转型仍在继续，
并且正在变得更好。

周二，他在东爪哇，锦
石(Gresik)综合工业和港口
地产(JIIPE)经济特区，印
尼自由港公司冶炼厂建设
破土动工的活动上说，“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按照

总统的指示获得自由港
51%的股份后，现在我们
可以确保自由港的业绩和
创新转型将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然后，
去年的净利润1 0兆盾，
依计划今年到1 2月将达
到40兆盾。”

埃里克解释说，该利润
的激增也是由产能增加引发
的，并伴随着铜商品价格的
上涨，以及效率的提高。

从收入方面，预计也比
去年增长100%。他估计
今年印尼自由港公司的收
入从去年的50兆盾可能飙
升至105兆盾。

他总结说，“我们可以
看到，目前印尼自由港公
司的收入增长了100%。去
年是50兆盾，现在到12月
将达到105兆盾。”

此前，印尼自由港公
司总裁Tony	 Wenas称	 ，
今年的黄金产量预测达到
130万盎司，和铜大约13
亿英镑。

如所周知，20 2 1年上
半年，自由港的金产量录
得59.7万盎司，比2020
年同期上升75.05%。而
2021年上半年的黄金销售
录得55.8万盎司，比2020
年同期的31.9万盎司上升
74.92%。

而2020年的铜产量录得
为8.09亿英镑，和金产量
84.8万盎司。(xin)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预计

自由港公司今年净利润跃升300%至40兆盾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希尔

【印尼CNBC雅加达讯】国营企业部长埃里

克.多希尔(Erick Thohir)称，印尼自由港公司

(PTFI)今年的净利润预计将从去年的10兆盾跃

升300%至40兆盾。

去年的净利润10兆

盾，依计划今年到

12月将达到40兆盾

【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佐科威总统周二（1 0月
12日），在东爪哇省锦石
(Gres ik)县综合工业和港
口地产(JIIPE)经济特区，
为印尼自由港公司冶炼厂
建设主持奠基仪式致辞表
示，建设冶炼厂有利于国
内矿业产品创造附加值。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过国
营矿业控股公司（BUMN	
MIND	ID）获得自由港公司
PT	Freeport	Indonesia	51%
的股份后，可以确保继续
实施自由港公司业绩和创
新转型。

“这就是自由港公司
必须在国内兴建冶炼厂的
原因，即在东爪哇省锦石
县的专属经济区（EEZ）
。	我们控制了自由港公司	
51%的股份是一个战略性
政策。	当时，我们也要求
自由港公司在国内兴建冶
炼厂，因为这将能为国内
矿业产品提高附加值，”
总统说。

国家元首表示，印度尼

西亚被列入世界铜储量第
七大国家之行列。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
一巨大潜力，尽可能多为
人民谋福利。	为我们经济
创造最高的附加值，”总
统说道。

总统表示，建设国内
冶炼厂将加强下游产业。
因此，政府将要求私营和
国有矿业公司开展下游活
动，以提高国内矿业商品
价值。

“不要让我们拥有矿
物，浓缩物和冶炼厂，
但下游工业却被国家控
制，”总统说。

总统接着说，下游工业
将为国家提供附加值，致
使国家收入也将提高。	此
外，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使人民更加独立和
进步。

“仅在冶炼厂施工期
间，就能创造4万工人就
业机会。冶炼厂投入运营
后，将为东爪哇锦石县创
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总

统补充说。
自由港公司冶炼厂占地	

100	 公顷，将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单线冶炼厂，年加
工能力为	170	万吨铜精矿
或	48	万吨铜金属。	自由
港公司本身是国有矿业控
股公司	的一部分。

当天陪同总统出席活动
的有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丹托(Air l angga	
Hartarto)、国营企业部长埃
里克.多希尔(Erick	 Thohir)	
、工业部长阿古斯.古米旺
(Agus	Gumiwang	Kartasas-
mita)、能源与矿产资源部
（ESDM）部长阿里菲.达斯
利夫(Arifin	 Tasrif)、内阁
秘书帕拉摩诺·阿侬（Pra-
mono	Anung）、东爪哇省长
科菲法·因达尔·帕拉万萨
（Khofifah	Indar	Parawansa）
、锦石县长Fandi	 Akhmad	
Yani、PT	Freeport	Indonesia	
董事总经理Tony	Wenas	和
泗水	 PT	 AKR	 Corporindo	
Tbk.	 董事总经理	 Haryanto	
Adikoesoemo。(v)

佐科威总统周二（10月12日），在东爪哇省锦石(Gresik)县综合工业和港口地产(JIIPE)
经济特区，为印尼自由港公司冶炼厂建设主持破土动工仪式。

总统称建设冶炼厂加强国内下游产业

美国确诊病例4526万例

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3894亿例

【雅加达综合讯】根据
印尼新冠病毒（COVID-
1 9）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公布的最新资料，1 0月
11日至10月12日，过去
2 4小时，印尼国内单日
新增病例1,261例。截至
10月1 2日，全国累计病
例升至4,229,813例。过
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47例，累计死亡病人
数142, 7 6 3例,死亡病率
3.37%；新增治愈出院病
例2,130例，全国累计治愈
患者已达4,065,425例，治
愈率96.11%。截至10月12
日，现有治疗中活跃病例
降至21,625例（0.51%）
，病毒检测样本276,363
人，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
为0.45%，全国疑似患者
为396,064人。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病例最高地区为东爪哇省新
增160例，其次中爪哇省新
增151例，接着雅京特区新
增病例143例，西爪哇省新
增127例，东努省（NTT）
新增74例，南苏省新61例，
东加省新增50例，巴厘岛新
增病例46例，苏北省新增43
例,	西加省新增36例，北加
省新增35例，日惹特区新增
33例，廖内省新增32例，中

苏省新增31例，邦加勿里洞
新增30例，苏西省新增25
例，楠榜新增24例，万丹
省新增24例，亚齐新增22
例，北苏省新增20例，巴
布亚新增17例，廖内群岛
新增13例，南加省新增13
例，中加省新增12例，西

努省（NTB）新增9例，占
碑省新增6例，苏南省新增
6例，北马露姑省新增6例，
东南苏省新增3例，哥伦达
洛新增3例，朋古鲁省新增
2例，西苏省新增2例，马
露姑省新增1例，西巴布亚
新增1例。(v)

【Liputan6新闻网雅加
达讯】经济统筹部长艾尔
朗卡.哈尔达托(Airlangga	
Hartarto)报告称，截至2021
年10月8日，国民经济复苏
(PEN)计划预算落实已达到
416兆盾，或占744.7兆盾
预算上限总额的55.9%。

日前，艾尔朗卡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该国民经
济复苏计划发展直到2021年
10月8日已达55.9%或416
兆盾。”其细节是，在卫
生部门的落实已达106.87
兆盾，或占214.96兆盾上
限的49.7%。其中63.2%
或2.96兆盾用于诊断。

然后对社会保护部门，
其预算落实已达121.5兆
盾，或占186.64兆盾上限

的65.1%。其中包括希望
之家计划(PKH)已占上限的
73.4%，或20.79兆盾，基
本生活必需品卡已占上限的
58.6%，或29.26兆盾。

接着对乡村的现金直接
援助(BLT)为56.2%，或
16.2兆盾，和工资补贴援
助(BSU)占上限的75.6%
，或6.65兆盾。

而 对 中 小 微 企 业
(UMKM)的支持的落实为
62.04兆盾，或占162.4兆
盾上限的38%。

此外，优先计划部门的落
实达65.69兆盾，或占117.94
兆盾上限的55.7%。

而商业激励的落实已
达到 6 2 . 8 3 兆盾上限的
95.8%。(xin)

截至2021年10月8日

国民经济复苏资金落实达416兆盾或55.9%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托

【国际综合讯】根据
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10月12日6时30
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
肺炎病例238,949,885例，累
计死亡病例4,871,671例。全
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35,900
例，新增死亡病例5083例。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45,264,555例，累计
死亡病例734,210例。与
前一日6时30分数据相比，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63,936
例，新增死亡病例643例。

据印度卫生部10月11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升至33971607
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
新增确诊病例18132例；新
增死亡病例193例，累计死
亡病例达450782例。

据巴西卫生部官网最新
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月11
日，巴西单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6918例，累计确诊
病例21,582,738例；单日
新增死亡病例202例，累计
死亡601,213例。

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

官网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俄罗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29,409例，累计确诊
7,804,774例，新增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957例，累计死亡
217,372例。英国单日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40,224例，
累计确诊病例8,193,769例；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8例，累
计死亡137765例。

伊朗卫生部1 1日报告
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3 , 5 0 4例，累计确诊
5,716,394例；新增276例
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12
万2868例。伊朗卫生专家
10日警告说，预计本月底新
一波疫情高峰将来袭。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和各
州政府在8月10日达成的协
议，德国从当地时间10月
11日起正式取消全面免费
的新冠快速测试。除了包
括儿童和特殊疾病患者在
内未获接种建议的人群，
以及在养老机构、医院、
学校或工作.场所之外，普
通民众进行新冠快速测试
均需自己承担费用。

新增病例1261例 活跃病例21625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29813例

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委员会主席Wimboh Santoso（左
五）由哥伦达洛第13军区133/Nani Wartabone地方分区军
官 (Danrem) Amrin Ibrahim准将（右四)、OJK 人力资源和
战略管理副专员陪同， Sarwono（左二)，OJK  Sulampua
地区 负责人Mohamad Nurdin Subandi（左三），OJK 公
共关系和物流副专员 Anto Prabowo（左四），OJK 苏
拉威西哥伦达洛和 Malut负责人Darwisman (右二）和印
尼央行（BI）哥伦达洛分行负责人 Budi Widihartanto 
(右）于周二（10月12日）在哥伦达洛军区总部与参加新
冠疫苗接种的学生合影。OJK 与第3军区、印尼央行哥伦
达洛分行、哥伦达洛省政府和卫生部合作，为1000名当地
学生和普通百姓开展疫苗接种活动，以加速实现大规模新
冠疫苗接种计划。



【点滴网雅加达讯】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科
（Moe l d o k o）履行了警
方刑事调查局的传票，在
伊维菌素促销（promos i 
Ivermectin）案件中以举报
证人的身份作证，他被警
方讯问了大约 1 小时。

穆尔多科周二（10月12
日）在雅加达南区国家警
察刑事调查局大楼接受讯
问后说道，他被警方讯问
了20个问题。穆尔多科在
他的律师Otto Hasibuan的
陪伴下走出了刑事调查局
大楼。

穆尔多科说，作为一个
守法公民他将遵循现有的
法律程序。他提到，被举
报方即印尼腐败观察组织
（ICW）还没有向他道歉。

此前，穆尔多科向国家
警察刑事调查局举报两名
ICW观察人员Egi Primay-
ogha和Mif tah，该举报涉
及ICW对伊维菌素促销和
大米出口的指责。穆尔多
科表示，该指责损害了他
的名声。

穆尔多科说，其实他已
经多次给Egi和Miftah机会
解释清楚并提供证据，如

做不到就必须撤回指控表
示道歉。但直到现在他们

始终没有道歉，以至于他
被迫举报了他们。（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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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佐科威签署总统法令正式特赦赛夫马赫迪
【点滴新闻网】佐科威总统于12日正式

签署总统法令（Keppres）特赦万达亚齐

Syiah Kuala（Unsyiah）大学讲师赛夫马

赫迪（Saiful Mahdi），这项总统特赦令

将提交给最高法院（MA）和国家最高检

察院。

“ 国 家 元 首 佐 科 威
于昨日已签署总统特赦
令，我们将立即把总统
特赦令寄给国家最高检
察院。寄给国家最高检
察院后此总统特赦令可
以进一步彻底处理，赛
夫马赫迪有望在近日获
得释放。”国务秘书部
长普拉蒂克诺（P r a t i -
k n o）于1 2日向传媒阐
述。

之 前 ， 国 会 议 员 在

雅加达史纳延国会大厦
举行全体会议中，已批
准 佐 科 威 总 统 给 予 赛
夫 马 赫 迪 特 赦 令 ， 国
会副议长穆海敏（Mu-
haimin Iskandar）要求所
有国会议员以确定是否
批准该总统特赦令，当
时所有国会议员都批准。

众所皆知，由于赛夫马
赫迪在社交媒体具有一百
多Unsyiah大学讲师What-
sApp聊天群发送批评校方

在招募公务员（CPNS）过
程的不当做法，因此被视
为违反信息和电子交易
法（UU ITE），而被判三

个月有期徒刑，惩罚金额
1000万盾，若不能支付惩
罚金额，刑期将增加一个
月。（yus）

佐科威总统非常关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他甚
至注意到许多下层市民受骗上当，中了在线贷款公
司（pinjol）高利率的圈套。

10月11日，总统说：“我还收到发生欺诈和金
融犯罪的许多信息。听说低阶层民众被网上贷款的
高利贷者诈骗，被迫以各种方式偿还贷款。”

在线贷款（pinjol）现象及影响伴随着新冠疫情
期间的快速数字化浪潮而出现，催生了数字银行、
数字保险、电子支付（e-payment）和基于技术的
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总统说：“我们必须快速
而准确地做出反应，我们看到数字银行、数字保险
的纷纷出现，以及各种电子支付系统。”

我国数字经济的前景确实非常光明，对外国投
资者进入这一行业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未来10
年，数字银行有望提高银行业的竞争效率。贷款
融资的业务部门数量增加，能够创建一个更完整
的数字生态系统。

不久前，Ribbit Capital宣布投资于Jago银行，现
在轮到阿里巴巴通过Akulaku Silver赢得多数股东的
支持，成为Bank Neo Commerce（BBYB）的控股
人。除Ribbit和阿里巴巴外，据报道Grab等其他大
投资者也在关注小银行以便转型为数字银行。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Airlangga Hartarto）
评估，信息和通信部门的积极增长是在病毒大流
行期间，倾向于高度使用技术的人们行为的转变
触发的。高达37%的新消费者在新冠疫情期间出
现，其中93%的人被认为在疫情过后继续使用数
字经济产品。

不仅如此，这一加速还可以从东盟数字经济交易
的41.9%来自我国，以及电子商务和其他部门贡献
的我国日均交易额达到 440 亿盾看出来。艾尔朗
加说：“通过在线学习和健康咨询，它涵盖了教育
技术和健康技术领域。”

数字银行和电子货币的电子商务交易预计今年
将增长，电子商务增幅最大，为48.4%，而电子
货币的增幅约为35.7%至30.1%。金融科技贷款
也经历了快速发展，2021年8月未偿还贷款增加至
26.09兆盾，新增贷款为101.47兆盾。

另一方面，我国2020年的数字创新指数在131个
国家中仍处第85位，而数字素养指数也处于中等水
平，因此还需要各种突破。

我们同意数字经济将快速增长，并为各种新经
济创新的增长提供机会。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所
驱动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社会各阶层生
活质量的提高？未来的数字经济能否减少目前相
当高的不平等？

我们想重点介绍一项关于政府需要做的各种事
情的研究，以缩短这些差距。

首先，政府需要鼓励互联网网络及其配套基础
设施的公平分配，特别是在我国落后、前沿和最
外围 (3T) 地区。

其次，政府需要确保在可承受的价格和足够的
网络质量访问互联网方面没有人掉队。互联网的
使用也需要数字素养，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边缘化
的人。

第三，政府需要鼓励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
促进新创新的诞生。政府还需要确保数据的机密
性和安全性，并优化其在改善服务的战略决策中
的使用。

第四，政府需要为商业行为者和数字工作者获
得社会保障提供便利，以保障数字企业的可持续
性。在这一包容性框架下，社会各个层面都可以
感受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重
大贡献。

数字经济快速崛起
应全民共享数字化便利

佐科威总统于12日正式签署总统法令特赦万达亚齐Unsyiah
大学讲师赛夫马赫迪

【点滴网雅加达讯】我
国政府继续鼓励国内金融
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因为
这个部门将在未来对经济
做出巨大贡献。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达托(Ai r l a n g g a 
Hartarto)称，国内的数字
经济持续有所提高，目前
的价值达到 440亿美元，
或相当于62 4兆盾(假设
汇率1万42 0 0盾)，为东

盟的数字经济交易贡献了
41.9%。

日 前 ， 艾 尔 朗 卡 在
20 2 1年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虚拟的创新日活动
上说，“在我国的数字经
济继续有所提高，甚至
41.9%的东盟数字经济交
易是来自我国，且在我国
的交易到今天达到440亿
美元。”

艾尔朗卡说，由于在
线学习和健康咨询，我国
的数字经济持续改善，这
得益于电子商务，教育科
技和健康科技部门。今年
的电子商务交易，数字银
行，和电子货币预计亦将
持续增加。

他说，“电子商务的增

幅最大，即48.4%， 而
电子货币预测仍将有所增
加30 . 1%。金融科技贷
款也在快速发展，20 2 1
年8月未偿还贷款将增至
26.09兆盾，新贷款将增
至101.47兆盾。”

拥有人口红利的我国被
认为支持可持续数字经济
生态系统的形成。此外，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大流行肯定会对支持日常
生活中的经济活动的各个
方面产生影响。

艾尔朗卡接着说，“这
些新消费者中有37%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
出现的，而93%将在新冠
疫情大流行之后继续利用
数字经济产品。”(xin)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称

我国数字经济交易额目前达到624兆盾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托

在“伊维菌素促销”案件中

穆尔多科履行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传票

总统府幕僚长Moeldoko在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接受讯问。

【印尼C N N新闻网】
东爪哇省伊联地方理事会
（PWNU）于12日正式推
举Miftachul Akhyar为参
选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
会(PBNU)咨询委员会领
袖（Rais Aam）及支持
Yahya Cholil Staquf（Gus 
Yahya）接任伊联理事会
总主席职位。依计划，
第34届特别大会（Muk-
tamar）将于12月23日至25
日在楠榜举行。

根 据 东 爪 哇 省 伊 联
PW N U 的决定书关于东
爪哇伊联长老全力支持
Miftachul Akhyar和Yahya 
Cholil Staquf，由东爪
哇伊联PWN U主席M a r -
zuki Mustamar宣读，
由Rais Syuriah、Anwar 
M a n s u r 、 S y a f r u d i n 

Syarif、Marzuki Mustamar及
伊联秘书长Akhmad Muzakki
签署东爪哇伊联PWNU决定
书以支持Miftachul Akhyar
和Yahya Cholil Staquf。 

东爪哇14个地区的伊联
分会一致同意支持和推举
Miftachul Akhyar和Yahya 
Cholil Staquf竞选伊联最
高领袖职位。东爪哇伊联
PWNU因此召开会议，由
Anwar Mansur主持会议，
所有东爪哇地方分会领导
都出席会议，通过会议支
持Miftachul Akhyar参选伊
联最高领袖和Yahya Cho-
lil Staquf参选伊联总主席
职位。其实他们俩被视为
合适接任伊联最高领袖和
伊联总主席职位，他们领
导伊联有方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yus）

东爪哇伊联理事会正式推举

Miftachul Akhyar竞选伊联最高领袖职位

东爪哇省伊联PWNU于12日正式推举Miftachul Akhyar参选伊
联总主席

【 t e m p o新闻网】根
据佐科威总统于20 2 1年
10月8 日签署的总统令
（Kepres），委任曾经担
任2 0 1 9年佐科威-马鲁
夫助选团队(TKN)成员的
尤里 •阿迪安托罗（Ju r i 
A r d i a n t o r o）为普委会
（KPU)和普选监督委员会
（Bawas l u）成员遴选委
员会成员兼主席职位。当
时尤里担任TKN副主任职

务，竞选期间，他经常帮
助向佐科威-马鲁夫阿敏
（Jokowi-Ma’ruf）正副
总统候选人提供意见，包
括准备正副总统候选人辩
论会的资料。

尤里目前担任印度尼西
亚民主网络（JaDI）总召
集人。JaDI组织成员 是
前 KPU 和前 Bawaslu 成
员。

这位1973年4月6日出

生于中爪哇勿里碧县的尤
里也活跃于印度尼西亚伊
斯兰学生运动(PMII)。直
到现在，尤里仍然参与
了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
（Nahdlatul Ulama）伊斯
兰教士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PBNU)。今年9月，他还
被委任为印度尼西亚Nah-
dlatul Ulama大学（Unu-
s i a）校长职位，任期为 
2021-2025 年。（v）

普委会和普选监委会主席选拔

尤里阿迪安托罗任遴选委员会主席

尤里•阿迪安托罗（Juri Ar-
diantoro）

【印尼CNN丹格朗讯】
万丹省丹格朗市政府官员

经常使用的数十辆公务
车，没有得到维修并被遗

弃在丹格朗市Neglasari交
通局大楼后面野草丛生的
地方。除了没有保养，各
种品牌的公务车看上去都
已破旧不堪。

丹格朗市地方秘书赫尔
曼·苏瓦曼（Herman Su-
warman）周二（12/10）
表示，这些公务车是故意
放在那个地方的，因为不
再使用了并将被拍卖。他
说，汽车拍卖只是在等待
丹格朗市长阿里夫维斯曼
夏（Arief Wismansyah）
的决定。而每辆车的定
价，已由国家财产和拍
卖服务办公室（KPKNL）

的公共估价服务办公室
（KJPP）确定。拍卖将由
Taman Makam Pahlawan街
的拍卖机构进行。

赫尔曼说，将被拍卖
的不仅是位于上述地点的
汽车，还有不再使用的红
牌摩托车，数量估计为50
辆。拍卖将向公众开放。
不过，他对废弃在丹格朗
市交通局大楼后面的公务
车的确实数量并不是很清
楚。

赫尔曼解释说，要拍卖
的官方车辆已经使用了超过
5年。然而，有些车辆已经
有十几年的历史了。（pl）

丹格朗市政府数十辆被遗弃公务车等待拍卖

数十辆丹格朗市政府的公务车被废弃在Neglasari交通局大楼
后面野草丛生的地方。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3日，星期三 第3版工商新闻 INDUSTRI

巴赫利上周五（8日）
对德国沃尔夫斯堡进行工
作访问时，在与大众汽车
集团零部件（Volkswagen 
Group Components）公司
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施马
尔（Thomas Schmall）举
行会谈时，发出上述邀
请。

巴 赫 利 于 1 2 日 在 雅
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中
说：“我直接拜访是为
了体现印尼政府对大众
汽车在印尼投资计划的
重视。无需担心办理许

可证，或印尼政府将提
供奖励的问题，因为投
资部会直接处理。”

巴赫利在会谈，解释
了我国政府对从上游到
下游发展电动汽车生态
系统的承诺。

因此，投资部和BKPM
已 准 备 好 协 助 大 众 汽
车，满足欧洲和世界各
地对电动汽车和电池原
材料的需求。

进 一 步 ， 巴 赫 利 还
继续鼓励大众汽车实现
其在我国兴建镍精炼工

厂，以前体阴极活性材
料（PCAM）工厂的投资
计划。

这位印尼青年企业家
协会（Hipmi）前总主席
深信，我国是世界上镍储
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全
球电动汽车制造商到印尼
并进行投资的机遇。

“我希望印尼拥有更
多的电动车和电池制造
商，同时让消费者有更
多的选择，使这个工业
蓬勃发展，而价格也变
得更有竞争力，”巴赫
利如斯说。

众汽车集团零部件公
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
施马尔对投资部/BKPM 
对大众汽车在印尼投资
计划所提供的支持表示
感谢。

据 托 马 斯 · 施 马 尔
称，大众汽车集团有兴
趣在印尼兴建PCAM和镍
精炼厂，而不仅仅是从
印尼进口。

大众汽车还希望更多
地了解印尼电池原材料
的潜在价值链，以满足
欧洲电池工厂未来的需
求，以及印尼出口法规
的最新信息。

“ 鉴 于 原 材 料 资 源
丰富，公司看到了印尼
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潜
力 。 公 司 希 望 在 关 于
原材料供应保障和稳定
费用方面得到投资部/
BKPM 的支持，因为大
众汽车拟在2025年第二
季度开始第一批电池生
产，”托马斯·施马尔
如斯说。(er)

巴赫利邀德国大众汽车公司

在我国兴建电动车电池原料厂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投资部长兼投

资统筹机构（BKPM）主任巴赫利（Bahlil 

Lahadalia）邀请德国汽车制造公司大众汽

车（Volkswagen）在我国兴建电动车电

池原料厂。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会第七委员会主席苏
庚·苏帕沃托(Sug e n g 
Suparwoto)评价，我国
需要制定国产粗糖作为
生产精制糖原料的最低
使用量规定。

他 昨 日 在 雅 加 达
说：“这一向以来，为
生产精制糖使用的粗糖
全部是进口的。未来必
须规定国产粗糖使用率
至少30%。”

据他说，一直使用进
口粗糖作为材料将对农
民的甘蔗销量不畅，同
时使我国难以实现白糖
自给自足的指标。

苏庚认为，依赖进口
是不健康的，因为将导
致资本外流，即使由出
口、投资和消费活动支
持经济增长需要资本流
入。

“若一直进口，资本
将外流。因此，在未来
期间，为生产工业用糖
的材料也将使用国产粗
糖，”苏梗说。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
对糖的年需求量平均600
万吨，细节是食糖（白
砂糖）年需求量270万吨

至290万吨，以及工业用
糖（精制糖）300万吨至
320万吨。

目前，全国共有6 2
座甘蔗制糖厂，每日甘
蔗碾压总量达31万6950
吨。

若上述所有的制糖厂
都能以最优化和高效的
方式生产，每年才能生
产350万吨白糖，而上述
产量仅能满足消费糖的
需求，未能满足工业糖
的需求。

为此，他要求每年从
泰国、越南，及澳大利
亚平均进口12万吨的工
业用糖原料的数量必须
能真正用在满足食品、
饮 料 ， 及 制 药 业 的 需
求，不可用于满足社区
的日常消费。

他希望，精制糖原材
料的最低限度使用国内
生产的条例实施后，在
部级实施统一政策。

“工业部、农业部、
林业部之间的政策必须
统一，因为Perhutan i和
甘蔗农地是由他们管理
的，以致我国不须永远
进口原材料，”他进一
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拟定三个优先领
域，即食品和饮料、时尚
以及医药和化妆品成为发
展清真产业的焦点。

工 业 部 秘 书 长 多 迪
（Dody Widodo）昨日在
雅加达称，鉴于我国是世
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
家，这三个领域在清真产
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
市场。

“清真食品和饮料是主
要目标，其次是时尚。我
国仅排在土耳其之后居第
二位。此举是政府的指标
之一，就是超越土耳其。
我国的市场很大，在时尚
方面，我国的穆斯林服装
有竞争力。”

多迪坦言，制药和化妆
品行业是一个被遗忘的行
业，但有巨大的潜力发展
成为特殊的清真产品。

据他介绍，这是因为大
部分或90%的医药和化妆

品原料来自国外或进口，
所以不优先考虑原料的清
真性。因此，通过替代国
产原料，有望生产出带有
清真标签的药品和化妆
品。

根 据 全 球 伊 斯 兰 经
济世界的排名，我国在
伊斯兰金融方面的排名
有 所 下 降 ， 由 去 年 位
列第四，降至第六位。
我国20 2 0 / 2 0 2 1年的伊
斯兰教旅游业排名也从
2019/2020年的第四位下
降到第六位。

我 国 在 清 真 食 品 和
饮料领域此前没有列入
排名，但现在位居第四
位。 此前，我国的医药
和化妆品行业和媒体和
娱乐领域不列入排名，
但现在分别位居第六位
和第五位。

此外，在穆斯林时尚领
域的排名，我国的排名不
变，位居第三位。(er)  

【安塔拉社棉兰讯】
国 营 第 二 农 园 公 司
（PTPN II）管理部定下指
标，2022年公司的糖产量
可达到40吨，比今年只有
20吨提高100%。

国营第二农园公司经理
伊尔宛（Irwan Perangin-
a n g i n）在棉兰对记者表
示，提升糖产量的计划与
甘蔗作为糖原料的产量增
幅一致。而且可看到苏北

省和周边地区对白糖的需
求量不断提高。

“国营第二农园公司
管理部继续努力增加糖
产量。在20 2 2年定下糖
产量指标比202 1年的20
吨提高到4 0吨，”他阐
述。

为增加糖产量，国营第
二农园公司亦努力推动甘
蔗种植园的产量。

伊尔宛声称，符合于增

加糖产量的计划，国营第
二农园公司亦努力提高公
司Walini品牌糖产品的营
销活动。

他 阐 述 说 ， 国 营 第
二农园公司管理部将继
续推动糖产品的零售营
销。

“国营第二农园公司将
与Transmart Carrefour公司
建立合作，2021年9月30
日之后，把1公斤包装的

Walini糖产品开始在现代
市场销售。其营销活动将
继续发展，”他补充称。

国营第二农园公司正在
探讨糖产品的多边销售合
作。

他表示乐观，上述国
营第二农园公司的白糖产
品将受到市场的欢迎，因
为除了是纯甘蔗加工的之
外，其加工过程也保证很
清洁。(vn)

【安塔拉社井里汶讯】
总统府幕僚长慕尔多科
（Moeldoko）称，目前中
央政府正在考虑工业盐不
再通过第三方，而行业用
户可直接进口的可能。

他上周五在井里汶与当
地盐农进行对话时说：“
民营盐行业得到政府的关
注。因此，进口工业盐不
会需通过第三方，但要由
行业用户直接进口。”

根据与盐农进行对话的
结果，盐价仍然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当
政府开辟进口渠道的情况
下。

虽然如此，慕尔多科续
说，我国不得已依靠进口

工业盐，因为小农的盐产
量仍无法满足。

慕尔多科称，根据海
事与渔业部的数据，工
业盐需求达300万多吨，
而民营盐田的产量只130
万 吨 ， 所 以 不 得 已 进
口。

“我国为什么要进口，
那是因为国内工业盐产量
供不应求，”他说。

虽然如此，政府必须限
制第三方的进口配额，所
以将来行业用户可直接进
口。

慕尔多科续说，目的是
避免进口盐不流入普通市
场，因为这一向以来，进
口盐流入普通市场成为农

民盐销量低迷的原因。
“关于深入到普通市场

的进口盐数量，政府必须
重新计算，”他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央行在2021年8月份对零
售销售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 2021年9月份的零
售销量逐渐好转，这能
从今年9月份的实际销售
指数（IPR）达到190.3，
或每年的缩减越来越少
显示出来。

央行公关部集团主任
穆罕默·努尔（Muhamad 
Nur）在雅加达发布正式
声明时说：“在2021年
9月份的年度零售销售
增长率预计同比负增长
1.8%，但没有环比上个

月收缩2.1%那么大。”
他解释说，大多数的

零售销售都改善了，这
主要是因为社区活动不
断提高，推动机动车燃
料的销售量跟着增加。

在202 1年9月份的实
际销售负数1 . 1%，环
比2021年8月份的2.1%
负增长，而增长率下降
的部门，特别是零部件
和配件组，及食品、饮
食，及烟草组。

与此同时，在2021年
8月份的实际销售指数
达到19 2 . 5，环比增长

2.1%，比上月负数5%
有所增长。

“上述增长的主要来
自零部件和配件组、服
装分组，及机动车燃料
组，”他这么说。

他续说，受调查对象
表示，随着政府放松各
地区实施限制活动的政
策，社区需求量不断增
加，以致推动零售销售
提高。

在2021年8月份的零售
销售业绩同比下降2.1%
，比上个月负数2.9%改
善，主要是由零部件和

配件组零售销售的改善
推动。

从价格方面来看，受
调查对象预计， 2021年
11月和202 2年2月出现
通胀压力预计增加，这
能从2021年11月和2022
年2月的一般价格预期指
数（IEH）分别为124.8
和138.7，高于上一期分
123和134.2看出。

受 调 查 对 象 声 称 ，
自从2021年7月至2021
年 8月份以来，还将受
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
响。(vn)

从事综合造纸和化学品
业务的上市公司Alk i n d o 
Naratama(ALDO)已增加了一
台牛皮纸生产机器以推动
公司的业绩。该公司已从
棕色纸加工创新成为各种
产品，而最新产品是纸盒
和纸袋。目前，Aldo把废
纸加工成为造纸原料，年
产量达到10万吨。图为上
周五（8/10），西爪省
Padalarang县Alkindo公司的
工人在进行造纸业务活动
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Aldo增加一台牛皮纸生产机器

央行调查结果显示 今年9月零售销售逐渐好转

国营第二农园公司定下指标 明年糖产量可达40吨

我国必须限制进口精制糖材料。

国会称我国必须限制

进口精制糖材料

慕尔多科透露政府正在考虑 行业用户或可直接进口盐

工业部三个优先领域

成为发展清真产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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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10月12日

	 1	 GGRM	 33850	 33275	 575	 -1.70	%	 1424600	 47858900
	 2	 JECC	 6550	 6150	 400	 -6.11	%	 1900	 12380
	 3	 ITMG	 26750	 26425	 325	 -1.21	%	 8845700	 235688302
	 4	 PTSP	 5200	 4900	 300	 -5.77	%	 4400	 21832
	 5	 AMFG	 3900	 3750	 150	 -3.85	%	 144900	 545825
	 6	 TFAS	 5375	 5225	 150	 -2.79	%	 67400	 355527
	 7	 ISAT	 6300	 6150	 150	 -2.38	%	 4268700	 26506095
	 8	 MAPA	 2840	 2700	 140	 -4.93	%	 1955800	 5379032
	 9	 MREI	 5025	 4890	 135	 -2.69	%	 400	 1974
	10	 INDR	 4800	 4670	 130	 -2.71	%	 261800	 1229458

	 1	 IBST	 6150	 7375	 1225	 19.92	%	 1600	 11665
	 2	 BBHI	 3750	 4210	 460	 12.27	%	 16743000	 68524043
	 3	 BYAN	 28600	 29000	 400	 1.40	%	 106000	 3067060
	 4	 ARTO	 12350	 12700	 350	 2.83	%	 43069800	 542802012
	 5	 BBCA	 36275	 36600	 325	 0.90	%	 18213400	 664434375
	 6	 EDGE	 24875	 25175	 300	 1.21	%	 28700	 712817
	 7	 PTRO	 2520	 2810	 290	 11.51	%	 5296300	 14441960
	 8	 INTP	 10025	 10300	 275	 2.74	%	 5313600	 54774572
	 9	 TGKA	 7000	 7200	 200	 2.86	%	 800	 5770
	10	 INKP	 8675	 8875	 200	 2.31	%	 12899300	 113167217

OJK准备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蓝图
简讯

金价上涨
避险情绪及通胀担忧提升黄金吸引力

风险厌恶情绪和对通货膨胀的担
忧增强了黄金的吸引力，不过涨幅受
到对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
FED)将开始削减经济刺激措施的预期
所限，金价周二上涨。

截至0720 GMT，现货金上涨0.3%
，至每盎司1,759.56美元，美国期
金上涨0.3%，至1,761.40美元。

现货白银持平于每盎司22.56美
元，而铂金上涨0.4%至1,012.48美
元。

钯金下跌0.7%至2,097.24美元，
周一曾创下9月10日以来的最高价
2,182.67美元。

全球能源危机罩顶
油价涨多后下跌

油价周二四天来首次下跌，分析
师表示，在全球需求反弹推动数周
上涨后，暂时歇息。全球需求反弹导
致从欧洲到亚洲的经济体出现能源短
缺。

0211GMT，布兰特原油下跌0.26
美元，或0.3%，报每桶83.39美元，
周一上涨1.5%，触及三年高点。

美国原油下跌0.33美元，或0.4%
，至每桶80.19美元，上日亦上涨了
1.5%，触及七年来最高点。

英国就业数据支持央行疫情后首升息
英镑自两周高位回落

因英国就业数据基本符合预测，
对英国央行未来升息的预期保持不
变，英镑兑美元周二从两周高位回
落。

英镑日内略微下跌，兑美元下跌
0.06%，报1.3586美元，低于周一
的峰值1.3674美元。

英镑兑欧元也小幅走低，下跌
0.04%，报0.8505英镑。

美国股市收低
投资者在企业第三季财报公布前

情绪紧张，美国股市周一在震荡交投
中收低。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50.19点，
或0.72%，至34,496.06点；标普
500指数下跌30.15点，或0.69%，至
4,361.19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3.34
点，或0.64%，至14,486.20点。

日本股市收低
日本股市周二收盘下跌，中止此

前三个交易日的涨势，尾随美股的颓
势，大型科技股在美国利率上升的疑
虑中遭到抛售。

日 经 指 数 下 跌 0 . 9 4 % ， 收 于
28,230.61点，而东证股价指数下跌
0.7%，至1,982.68点。

外币名称
	 FOREIGN	 												现汇	 	 	 	 		现钞	

	 CURRENCY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504.18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2.	2021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265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美元	 USD	 14142.50	 14292.50	 14138.95	 14281.05

新币	 SGD	 10417.94	 10537.94	 10446.21	 10555.10

港币	 HKD	 1807.32	 1847.32	 1816.90	 1835.26

日元	 JPY	 123.57	 127.17	 125.20	 126.50

欧元	 EUR	 16296.90	 16556.90	 16357.35	 16527.46

澳元	 AUD	 10321.34	 10561.34	 10377.99	 10489.43

英镑	 GBP	 19178.70	 19478.70	 19291.18	 19490.78

人民币	 CNY											2162.32	 2252.32	 2195.15	 2217.97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12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05.000		盾卖出	4.33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10.000	盾卖出		 8.6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8230.61		 跌	267.59

韩国综合	 2916.38		 跌	 39.92

香港恒生	 24962.59		 跌	362.50

上海综合	 3546.94		 跌	 44.77

欧股

英国FTSE	 7110.60		 跌	 36.25

德国DAX	 15155.22		 跌	 43.92

法国CAC	 6542.03		 跌	 28.51

荷兰AEX	 771.72		 跌	 2.07

Http://tw.stock.yahoo.com	12/10/2021	16:36

美股

道琼工业	 34496.06		 跌	 250.19

那斯达克	 14486.20		 跌	 93.34

S&P	500	 4361.19		 跌	 30.1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11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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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6.27	 0.41

	 946.61	 0.54

	 572.13	 0.06	

	 1067.26	 0.36	

	 1149.03	 -0.34	

	 1108.00	 0.66	

	 713.72	 0.79	

	 836.26	 0.08	

	 1344.96	 1.41	

	 1472.26	 0.75	

	 851.80	 1.15	

	 8758.45	 -3.26	

	 979.80	 0.74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周 一 （ 1 1 / 1 0 ）
T e g u h在雅加达举行
的 2 0 2 1 年 金 融 服 务
管理局虚拟创新日上
说：“目前金融服务

管理局正在准备银行
业数字化转型蓝图，
这将为未来的银行业
数字化提供更具体的
参考。”

该蓝图旨在加速银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此外，该蓝图也是为
了缓解银行业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
和风险的一项政策突
破。

据他说，数字银行
业转型蓝图是对我国
银行业发展路线图的
更详细阐述。

他 说 ： “ 该 蓝 图
中将概述的几项政策

包括数据保护原则和
数 据 传 输 政 策 的 应
用”。

此 外 ， 还 将 概 述
与数据监管或数据治
理、信息技术治理和
架构相关的政策，以
及参考国际标准的网
络安全相关政策。

他补充说：“与第
三方合作的外包政策
和标准，以及支持数
字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方向也包含在这个蓝
图中”。

与此同时，为进一
步确保和提高银行业
安全防范网络攻击风
险，金融服务管理局
还制定加强商业银行
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
框架。

他说：“网络安全
风险管理是参考各国
国际网络安全标准而
制定的”。（asp）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金融服务管理

局 (OJK) 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助理Teguh 

Supangkat称，金融服务管理局正在准备银

行业数字化转型蓝图，该蓝图将在不久

的将来推出。

【 本 报 讯 】 周 二
（12/10）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升
34.893点或0.54%，至
6494.590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上升26.57
点或0. 4 1%，报收于
6486.267点。 LQ-45指
数上升5.06点或0.54%
，报946.613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
日本指数下落267.59点
或-0.94%，报28230.61
：香港指数下落362.50
点 或 - 1 . 4 3 % ， 报
24962.59；上海指数下
落44.77点或-1.25%，
报3546.94；海峡时报指
数下落1.44点或-0.05%

，报3112.05。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49万8193次，有
240亿9929万4531份股票
易手，总值19兆零488亿
5359万4712盾。涨价的
股有233种，落价的股有
279种，151份持平。

外资净售4286亿1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BST（Inti Ban-
gun Sejahtera股）涨
价1225盾，现价7375
盾；BBHI（Allo银行股）
涨价460盾，现价4210
盾；BYAN（Bayan能源公
司股）涨价400盾，现价
2万9000盾；ARTO（Jago
银行股）涨价350盾，现

价1万27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落价575盾，现价3
万3275盾；JECC(Jembo 
Cab le股)落价400盾，
现价6150盾；ITMG（
印多矿业公司股）落价
325盾，现价2万6425
盾；PTSP（Pioneerindo
股）落价300盾，现价
4900盾。

盾币贬值10盾
周二，雅加达银行间

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
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218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值14208盾，盾币
贬值10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26点至6486.267点

1美元兑14218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Viers 公司首席执
行官Vier Abdul Jamal 
认为，为了进一步刺
激我国资本市场，必
须制定做市商（market 
make r）或流动性提供
者的规则。

做市商是获得证券
交易所许可的一方，可
以始终提供足够数量的
报价来购买（买入）和

卖出某些类别的股票。
周二(12/10)Vier在

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
中说：“做市商规则必
须切合实际，这样资本
市场才会更加活跃”。

Vier称，在印尼证交
所（IDX/BEI）颁布的
未来规则，有必要明确
做市商是谁。

Vier说：“可以肯定
的是，他们是可以推动

市场的大资本人”。
此外，证交所指定

的做市商将始终提供足
够数量的买卖报价，以
便股票交易变得拥挤。

Vier 继续说，有了
这个工具，它将缩小经
纪商进行虚假交易以提
高股票价格（或炒股）
的差距，从而使我国股
市变得更加可信。

Vier 说：“因此，

做市商必须注册，了解
股票的基本面和技术
面”。

目前印尼证券交易
所与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仍在讨论有关
做市商的规则，并计划
在明年下半年完成。

随 着 做 市 商 的 存
在，希望它能增加市场
流动性，促进监管机构
和自律组织（SRO）开

发新产品。
证券交易所稍后将提

供交易所会员（AB）或
证券公司成为做市商。
做市商将作为证券交易
所确定的公司股票的备
用买方和卖方。

金融服务管理局委员
会主席Wimboh Santoso 
也表示，做市商对于重
新增强公众对资本市场
的信任很重要。（asp）

为了刺激资本市场

印尼证交所必要颁布做市商规则

【Bisnis.com雅加达
讯】政府记录，2020 年
税收支出达234.9 兆盾。
政府被认为需要评估并
更有选择性地为税收支
出提供税收刺激措施。

上周六（9/10），
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
所 (Indef)研究员Riza 
Annisa Pujarama 在
纪念Enny Sri Hartati 
100天的网络研讨会上
说：“在给予财政刺
激措施之前，需要对
其进行全面研究，了
解它们如何为经济做
出贡献”。

R i z a表示，政府的
税收支出一方面将鼓
励私营部门参与需要
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
经济和社会计划。

此外，税收支出的
积极影响将鼓励私营
部门的决策机制，并
将减少政府在监督某
些支出方面的积极作
用。

另一方面，Riza 认
为，政府大量的税收
支出也会产生负面影
响，例如提供税收刺
激的无效性。

此外，税收支出的
数额也会造成差距，
减少税收基础。

根据2020年第11号
法律，关于创造就业
机会（UU Cipta Ker-
ja），政府提供多项财
政刺激措施，例如免
除进口关税、投资于
某些业务领域或某些
区域的所得税 (PPh) 

便利、企业所得税减
免便利以及许多其他
便利.

提供这些刺激措施
有望鼓励对工业部门的
投资，从而增加就业。

即 使 在 冠 状 病 毒
（CO V I D - 1 9）大流
行期间，政府也为购
房 提 供 许 多 增 值 税 
(PPN) 刺激措施，为
购买汽车提供奢侈品
销售税 (PPnBM)。

Riza说：“应该评估
税收支出是否可以吸纳
劳动力，是否与吸纳
劳动力的经济价值相媲
美，所以需要做的是，
政府在提供财政刺激方
面必须更有选择性，因
为我们的财政越来越有
限”。（asp）

2020年税收支出达234.9兆盾

政府必须选择性提供税收优惠

作为万自立银行（Bank Mand i r i）成立 23 
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该银行推出万自
立银行网上购物节，共有1000 多家万丹省
（Banten）商家参加。该活动是向现代数字
银行转型的一种形式，并支持与万丹地区
1053名万自立银行代理商合作的商业参与
者的财务管理。图为，万自立银行第一雅
加达区域首席执行官Teuku A l i  U sman（右
二）、区域交易消费者主管 Abeka Natal ia（
左）与零售银行业务交易主管 Ferdy Edward 
Moezwar（右）在 万丹省，南丹格朗县推出
的万自立银行网上购物节间隙时陪同中小微
型企业业者进行数字交易。

万自立银行网上购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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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容量升级计划
已开始显示进展。能源
与矿产资源部(ESDM)节
能和新可再生能源(E���(E���
K E )总局地热总监哈里
斯(Harris Yahya)声明， 
PL�P的额外指标为3355
兆瓦，其中2252兆瓦已
进入购电协议(PPA)。

有而397.5兆瓦PL�P
还没进入购电协议的阶
段，但是已有开发商。
此外，从国营电力公司
( P L N )提升3 4 0兆瓦项
目，并其余大约3 6 5兆
瓦还没有开发商。“若
3 6 5兆瓦进入政府勘探
活 动 等 ， 以 致 总 量 为
3355兆瓦。”

他 续 说 ， 我 国 拥 有
很 大 的 地 热 潜 力 ， 即
23.76吉瓦(GW)。以这
个数目，我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地热潜力，仅次
于美国拥有30吉瓦地热
潜力。

虽然如此，国家地热
利用率离现有的潜力还很
远。ESDM记录，我国利
用的PL�P仅达到2175.7
兆瓦或占总产量的9.2%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的空间还很大。”
据他说，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对落实PL�P
装 机 容 量 的 指 标 很 重
要。政府已提供一些激
励来支持地热业务。“
尤 其 地 热 能 ， 已 准 备
很多财政激励，即免税
额 、 免 税 期 、 免 财 产
税、进口税便利，和政
府进行地热勘探。这些
都是我们已尽最大的努
力。”

印尼地热协会(API)主
席Priyandaru Effendi欣赏
政府设法提供补贴。虽
然如此，他记录PL�P容
量逐年增长率缓慢。

“我国Pertamina Ge�
othermal Energy(PGE)公
司于1985年首次使用地
热，以电量达35兆瓦。
至今大约已36年了，我
们仅能开发大约2100兆
瓦其实资源无限大，这
意味着每年不到1 0 0兆
瓦，大约60兆瓦至79兆
瓦罢了。”

据 他 说 ， 政 府 必 须
更坚决地管理“没有活
动” 的这些地热项目，
而不要以技术作为理由。

此 外 ， 政 府 也 必 须
保证的确定性法规，并
征收公平的关税，鉴于
地热项目拥有很大的风
险。“公平的关税对投
资者和买家也公平，两
方都必须公平”。

PGE公司总经理Ahmad 
Y u n i a r t o称，能实施各
种方法为帮助地热项目
的经济。在风险管理方
面，政府勘探地热可以
是个好方法为减少开发
商担任的风险。

此外，工程经济也可
得到帮助，若政府能保
证地热能的需求。

Medco Power Indone�
sia公司总经理Eka Satira 
D j a l i n s评估，所有利益
相关者的作用对于解决
地热业务问题是非常重
要的。

从 政 府 方 面 ， 需 要

实施一些政策支持地热
业务。从开发商方面，
开 发 商 要 确 保 使 用 的
技术是合适技术和成本
效益。“第三，我们必
须看到地热不仅生产电
力，但必须超越电力。”

他表乐观 P L � P 项目
能带来积极的好处。他
说 ， 总 的 来 看 ， P L � P
项目均设在地区，而哪
里的基础设施情况不太
好。设有PL�P项目，能
使当地公路的基础设施
变得更好，并推动当地
经济。

从宏观方面，PL�P项
目对国内工业收入带来积
极的影响。他记录，PL�P
项目的成本每兆瓦500万
美元。若PL�P项目的国产
化率(�KDN) 65%，则由
65%的消费可以使用在国
内工业。(lcm) 

【本报讯】V a s a n t a 
Indo Properti开发商通过
旗下Pakuan公司，携手日
本三菱公司(Mi t s u b i s h i 
Corporation)，开发城镇
项目Shila at Sawangan占
地总面积102公顷。

两家公司立即开始兴
建第一个簇群 ——� h e 
Grove，这个簇群从营销
仅在三个月时间，201个
单位住房就售完了。周
四(10月7日)，Vasanta集
团和Mistubishi公司领导
班子出席奠基仪式。

Shila at Sawangan首
席营销官Denny Asalim
称，�he Grove簇群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因此他
们表乐观立即推出第二
个簇群，并将在不久后
开始兴建。

“�he Grove的建设将
完工，并在2022年12月
可以开始交付，比承诺
的时间更快9个月。这是
销售成功，以及开发商
承诺认真地兴建Shila at 
Sawangan城镇成为雅加
达南区的新城市。”

Shila at Sawangan是

Vasanta集团和Mistubishi
公司合作项目，此前两
家公司也共同开发Vas�
anta Innopark项目。

“与Mitsubishi公司合
作，我们想为Sawangan
和周遭居民作出更多贡
献，提供高质和创新住
房概念，以及齐全的设
施配合所有生活方式，
感觉湖边的住宅氛围，
周围环绕着美丽的绿色
开放的空间。”

他说，�he Grove是在
Shila at Sawangan首座住
房簇群，分为两种住房
款式，�he Courtyard和
�he �errace，主要瞄准
高档市场。

Shila at Sawangan首
席发展官Aditya Wisnu 
Wardhana称，城镇将成
为在雅加达南区的新商
业区和住房中心，备有
低层公寓，独特的湖边
住宅氛围，私有河流，
和美丽的山景。

Mi t s u b i s h i公司旗下
Diamond Development 
I n do n e s i a公司经理Yu�
suko Onodera称，房地产

市场，尤其平房(landed 
house)是我国最有吸引力
的市场。

“ 平 房 市 场 将 在 新
冠疫情大流行后快速增
长 ， 尤 其 在 雅 加 达 南
区。因此，我们与Vas�
anta集团进行合作，在这
个住房项目投资。我们
深信Shila at Sawangan能
成功，并受到我国市场
的青睐。”

他 说 ， 我 国 社 区 和
居民，以及外国游客将

可以享用这个新独立城
镇的设施，比如体育俱
乐部、商业区和开放空
间，总面积2 . 5公顷。
此外，也有总长1公里以
欧洲式建筑的购物街，
好像身处伦敦和巴黎首
都，人行道总宽6米，完
全现有天然景气。

“Shila at Sawangan将
配备现代市场的设施。
这能支持房客的需求，
因为在区域氛围还没有
现代市场。” (lcm) 

【 � i s n i s 雅 加 达
讯】2021年1月至8月，瓷
砖工业出口业绩比去年同
期下降13%。

印尼瓷砖综合工业协会
（Asaki）总主席艾迪.苏
延多（Edy Suyanto）对
记者称，一些障碍，如一
些出口目的国实施封锁
（lockdown）和运输费昂
贵导致瓷砖运载业绩受压
力的因素。

其实去年，瓷砖出口能

记载，自2015年以来最高
的增长数字，即23%。“
今年的出口业绩与去年比
较，不能令人振奋，数个
主要障碍，如非常昂贵的
出口集装箱费用和受阻于
封锁政策。”

艾迪续称，出口下降的
数个出口目的地，如菲律
宾、台湾、美国、韩国和
英国。

他进一步声称，集装
箱费用昂贵，甚至绝对比

出口瓷砖产品总额更大。
这迫使国外买客延迟订
单。与此同时，有关中国
的能源短缺，如今也发生
在印度。

艾迪声称，至今年最后
一季，并没有减少国内市
场的进口产品的影响。众
所周知，中国和印度，以
及越南是竞争者，其产品
充斥我国内市场。

2 0 2 1 年 1 月 至 7 月 期
间，中国的瓷砖产品进
口量甚至剧升105%，而
印度的产品进口提高20%
。中国发生煤炭能源短
缺，迫使其国内工厂停止
生产活动，如今，印度也
开始缺乏煤炭。“2021年
第4季的短期内，中国和
印度发生的能源短缺，
不会对国内瓷砖进口产
品造成影响，因为出口
的数量非常大。”

他声称，进口商也拥有
足够的存货，仍能向国内
市场供应。(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棕榈原油（C P O）价格
提升趋势已为Sampoe rna 
Agro（SGRO）公司的商务
可持续带来一阵凉风。

根据此前Kontan报导，
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
（�ursa Derivatif Maslay�
sia），将于2021年12月运
输的棕榈原油合同价格为
每吨4738令吉（RM）或比
日前提高3.36%，以上价
格是历来最高的水平。

2021年，Sampoerna Agro
公司已享受到棕榈原油价
格上涨的积极影响，这可
从2021年上半年的SGRO公
司财政业绩看出，该公司
销售达2.66兆盾，同比增
长66.25%，SGRO公司的净
利同比也剧升39.742%成
为3868.6亿盾。

不单如此，20 2 1年上
半年，Sampoerna Agro公
司的棕榈原油生产也同比
提高35%成为20万8000
吨，该公司的棕榈原油销
量也同比增长3 8%成为
22万10 0 0吨，平均售价
（ASP）提高19%。

Sampoerna Agro公司
认为，倘若气候局势，接
下来是全球棕榈原油需求
和供应，以及新冠疫情

（covid�19）情况能受控
制，因此，有很大的可能
性，Sampoerna Agro公司在
上半年的良好业绩，能持
续直至年底，不论是平均
售价方面或生产率方面。

Sampoerna Agro公司
持续设法提高生产量，
其中之一是通过强化策
略，SGRO公司经理部阐
明。“主要是为确定收成
仍处于积极的程度，尽量
减少我们在农园和工厂的
生产损失。”

除此之外，在新冠疫
情蔓延期间，Sampoe rna 
A g r o 公 司 也 优 先 保
护 员 工 们 的 健 康 问
题。Sampoerna Agro公司
确保遵守卫生规程标准，
俾使公司的运作地区免于
新冠肺炎感染的危险。

目前，Sampoerna Agro
公司管理和辅导下的土地
开采权面积达到30万6000
公顷，其中16万9000公顷
是已种植土地，在种植土
地的80%是棕榈园，12%
是橡胶园和其余8%是西
米（sagu）园。

Sampoerna Agro公司也
拥有9家工厂，其中8家是
棕榈加工厂和1家是西米
加工厂。(sl)

【� i s n i s 雅加达讯】
C a h a y a p u t r a  A s a 
Keramik（CAKK）公司继续
提高工厂的生产能力，由于
去年疫情蔓延而受阻。

日前，Cahayaputra Asa 
Ke r am i k公司财务经理楚
莉.贝莉亚娜（Juli �er�
liana）称，瓷砖年产能力
提高，从2020年的918万
平方米，至2021年成为年
产1250平方米。至今，已
落实了60%。

意 思 是 说 ， 目 前 ， 
Cahayaputra Asa Keramik
公司已调高工厂年产能力
成为1117万平方米。

她对记者称，2020年12
月，开始安装生产机器和
今年才开始运作。“机器
（增加）生产能力已开始
实施，已达到60%。”

此 前 ， 依 原 先 的 计
划，20 2 0年下半年开始
提高产能，但因为疫情造
成生产机器延迟抵达，
以致，Cahayaputra Asa 
Keramik公司推退至2021年
首季才开始扩展业务。

虽然如此，她声称，该

措施还不能积极实施，因
受阻于外国技术人员的进
入许可证。与此同时，实
施社区活动限制（PPKM）
政策，压制Cah a y a p u t r a 
Asa Keramik公司的产能利
用率（utilisasi），目前，
处于70%。

虽然不能透露其数字，
楚莉声称，今年的销售指
标有所下降，因为市场需
求还未恢复。“因为受到
冗长的社区活动限制的
情况，使市场需求受到影
响，因此，今年的销售指
标受纠正。” 

另 一 方 面 ， A r w a n a 
Citramulia（ARNA）公司瓷
砖厂的生产能力提高成为
7300万平方米，那是因为
座落于东爪惹班（Mojok�
erto）的新工厂建成，今年
初已开始运营的缘故。

日前，Arwana Citram�
ulia公司经理艾迪.苏延多
（Edy Suyanto）称，公司
计划将在相同地点继续扩
展，提高年产能力至400
万平方米。“并定下于
2023年开始投运。”(sl)

政府定下至2030年指标

地热发电站装机容量达3355兆瓦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政 府 定 下 指

标，2021年至2030年期间地热发电站

(PL�P)装机容量将增加3355兆瓦。这个

指标已载入在2021年至2030年电力供应

总体规划。

这是我国的其中一座PLTP Kamojang。

Vasanta集团携手日本公司开发城镇

上周四，Shila at Sawangan首席发展官Aditya Wisnu Wardhana 
(左)、在首席营销官Denny Asalim(右)，和Diamond Development 
Indonesia公司总监Yusuko Onodera陪同下，讲解有关Shila at 
Sawangan城镇项目。

今年首8个月瓷砖出口业绩 比去年同期下降13%

瓷砖和建材工业展览会。(档案图)

CAKK计划持续扩展

今年瓷砖产能达1250万平方米

棕油价格持续提升

对SGRO业绩积极影响

今年，棕榈原油（CPO）价格持续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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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紧张的中美关
系似有缓和迹象。9月10
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
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
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
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
流；当地时间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
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三
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
行视频通话。

然而，在中美高层频
繁互动期间，美方还在演
奏着不和谐的音符。日
前，美国官员通过媒体放
话，称一支大约24人的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
陆战队一直在台湾秘密活
动，协助训练台湾部队，
且时间至少已持续一年；
上月，在中美元首通话后
不久，美国“不具名的官

员”也曾放话给媒体，称
美国政府正考虑民进党当
局提出的请求，将台湾在
美机构“驻美国台北经
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
台湾代表处”。两次似是
而非的消息，皆挑战了中
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且通过媒体放风试探中国
反应的手法也如出一辙。
正如台湾学者陈一新指出
的，这是美国的惯用伎
俩，意图在中美关系即将
改善之时，通过“挺台”
为未来的谈判积累筹码。

自中美建交后，台湾
在美国人眼中就一直扮
演着“筹码”的角色。
中美关系交好时，美方刻
意冷落台当局，甚至会主
动敲打，警告其莫要轻举
妄动；两国发生龃龉，美
方就或明或暗加强与台当
局勾连，助其“拓展国际
空间”“提高防卫能力”
等招数接踵而至；特别
是美国以“战略竞争”定
义两国关系，开始四处围
堵打压中国之后，美高官

接连“访台”、频繁对台
军售、鼓动支持台湾加入
世卫、策划“台湾驻外机
构”更名等丑剧轮番上
演。近来台海局势持续紧
张，蓄意在两岸间挑起是
非的美国正是最大推手。

然而，台湾问题事关
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事
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大势，事关中华儿女血
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岂容
美国拿来讨价还价？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早在12世纪中叶，
中国宋朝政府就在台湾建
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
辖权。此后，历代中国中
央政府先后设置澎湖巡检
司、台湾府、台湾省，延
续着对台湾的管理。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
政府，这是在同一国际法
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
疆域并未因此而改变，

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性、同一性、连续性并未
受到影响，时至今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中
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唯
一合法代表。大陆和台
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

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
族复兴大业。台湾问题
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苦难
记忆，明清两朝后期，中
央政府日渐衰微，荷兰和
日本先后占领台湾进行殖
民统治，特别是日据历史
对台湾遗毒甚广，丢失台
湾与那段被外敌蹂躏的历
史，一直是中国人民心中
的疮疤。直到1945年，中
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
后胜利，台湾终于回到祖
国怀抱。此后，在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干预下，国民
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与
中央政府对峙到今天。这
些往事使中国人民更加珍
惜国家统一，更加坚信落
后就要挨打、强大才能卫

国的道理。特别是如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祖国统一既是两岸中
国人的共同心声、中华儿
女的神圣使命，也是抚平
历史创伤，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
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
解决。”

因此，一个中国原则
始终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
立外交关系、开展各项合
作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
越的红线。对此，美国政
客心知肚明。一向叫嚣对
华强硬的美国参议员卢比
奥就曾表示，台湾问题是
中国的红线，美国需要谨
言慎行。然而，为了达到
自身政治目的，本届美国
政府中似乎仍有人铤而走
险，企图火中取栗。

正如习近平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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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美国一再插
手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并
不排除依照《反分裂国家
法》采用非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的可能。美
国玩弄“切香肠”的把
戏，最后切断的只能是
自己的手指。

（唐华 中国网评论员。
来源：中国网）

台湾问题绝不是美国对华谈判的筹码 文/唐华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2019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通篇都是围绕着国家必须完全统一这个中心展开。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再次表示，“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在美国对台小动作不断的背景下，习近平用铿锵有力

的话语，再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笃信不疑，对于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决心如磐。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一些华尔街知名投资机构
说，中国的投资前景“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乐观”。
这些华尔街机构认为，中
国市场“大到无法忽视”
，中国股市“低估到不应
错过”。如何读懂中国经
济，准确研判中国经济，
是全球经济界和政治界十
分关注的问题。

回顾中国经济腾飞的进
程，不难发现，唱衰中国
的杂音从未消停。然而，中
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成
就举世瞩目，“看空”中
国者被中国经济的实际表
现一再“打脸”。事实证
明，在经济发展方面，中
国有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

和经验。西方经济学界和
政界如果不破除陈旧的思
维桎梏、不放下傲慢和偏
见，很难读懂中国经济。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既
有战略定力，又善于应变
求变。今年是“十四五”
的开局之年，也是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
年，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
纪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
中国既保持了宏观政策的
连续性、稳定性、可持
续性，又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去年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上半

年经济增长12.7%，彰显
强大韧性，为全球经济复
苏注入动力和信心。柬埔
寨参议院主席赛冲认为，
中国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
局，将促进中国进一步加
快发展步伐，特别是对中
国经济实现更可持续、
更有韧性的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既
有政策工具，又有创新活
力。为催生新发展动能，中
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深化“放管服”推动企业
创业创新，继续完成“三
去一降一补”优化和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多措并举
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激发新发展

活力，中国深化东西部扶
贫协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深入实施，注册制改
革稳步推进部署，不断将
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为
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中国同步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
资法，持续减少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有序推进金融
业对外开放，一系列真招
实策彰显决心和定力，赢
得国际高度认可。新加坡 
《联合早报》评价说，中
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苦练内
功上。“这既是中国的正确
选择，也是中国能持续抗

压的力量源泉。”
推动经济发展，中国

既有合作之诚，又有共赢
之实。中国始终把自身发
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
中，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
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
起来，推动自身与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面对逆全球
化思潮，中国坚定不移
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广交会、服贸会、进
博会、消博会成为与世界
共享机遇的新平台，中非
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
等合作机制走深走实，“
一带一路”更是成为繁
荣之路、创新之路、健
康之路、绿色之路，串起

沿线国家的发展梦想。中
国以实际行动和世界共创
机遇、共享机遇，扩大利
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
圆。全球范围内，很多有
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中国
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全球经
济具有积极意义，渲染“
脱钩论”“中国威胁论”
之类声音不得人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有美国媒体感慨：“
中国过去一直无视看跌
预测，保持经济强劲增
长。”这背后体现出，“
看空”中国的论调已越来
越没有市场，那些执迷于
此的人，其所谓预测注
定“落空”。

（来源：新华社）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10
月11日向全港中小学和幼
儿园发出通告，就将国旗
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
以及学校升挂国旗和区旗
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
供最新指引。从明年1月1
日开始，学校必须于每个
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纪念
日、国庆日等重要日子升
挂国旗。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根
据《国旗及国徽（修订）

条例》，教育局局长须就将
国旗及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
发出指示，以教育学生国旗
及国徽的历史及精神，国
旗升挂和使用的规范及升
国旗仪式当守的礼仪，以
及就有关每日升挂国旗及
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事
宜，向学校发出指示。

发言人表示，为促进
国民教育及培养学生的国
家观念和民族感情，以及
加强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

同，从202 2年1月1日开
始，全港中小学（包括特
殊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
日，以及元旦日（1月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
立纪念日（7月1日）和国
庆日（10月1日）升挂国
旗。学校如有足够旗杆，
在升挂国旗时应同时升挂
区旗。此外，学校必须每
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
以及于这些日子或其前后
的上课日举行升国旗仪

式，升国旗仪式中须奏唱
国歌。

发言人表示，国旗、国
徽及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
标志，所有公民必须予以
尊重。培养学生对国民身
份的认同，是中小学教育
的重要学习宗旨之一，也
是学校教育应有之责。除
了上述日子，教育局也强
烈建议学校在毕业礼和运
动会等重要的日子和特别
场合举行升国旗仪式。

发 言 人 说 ， 至 于 幼 儿
园，学校应考虑其校舍空
间、设施、环境等因素，在
条件许可下照中小学的规定
升挂国旗及区旗，以及举行
升国旗仪式，让学生从小开
始认识国旗和国歌。

此外，《国旗及国徽（
修订）条例》订明大专院
校须参照教育局局长向中
小学发出的指示，处理有
关每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
行升国旗仪式的事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
年10月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徽法》修正草
案，今年1月1日实施。香
港特区已根据香港基本法
第十八条完成在本地实施
上述两部经修正全国性法
律的宪制责任。《国旗及
国徽（修订）条例》于今
年10月8日正式刊宪生效。

（来源：新华社）

香港中小学明年起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看空”中国经济者何以频频“落空” 文/乔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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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马尔
帕斯告诉记者，该行
的2022年国际债务统
计报告显示，中低收
入国家面临的债务脆
弱性急剧增加；他还
敦促作出全面努力，
帮助各国达到更可持
续的债务水平。

“ 我 们 需 要 一 个
全面的方法来解决债
务问题，包括减少债
务、加快重组和提高
透明度。”马尔帕斯
在该报告所附的一份
声明中说。

他 说 ， 世 界 上 一
半的最贫穷国家处于
外债困境或高风险之
中。马尔帕斯说，需
要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来帮助各国实现经济
复苏和减少贫困。

报告称，2020年中
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存量
合计增长了5.3%，达
到8.7万亿美元，影响
到所有地区的国家。

报 告 说 ， 外 债 增
长超过了国民总收入
(GNI)和出口的增长，
除中国以外的中低收

入国家2020年外债与
GNI的比率上升了5个
百分点，达到42%，
而其债务与出口的比
率从201 9年的12 6%
猛 增 到 2 0 2 0 年 的
154%。

马尔帕斯说，鉴于
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
的“暂停债务偿还倡
议(DSS I)”将于今年
年底到期，因此迫切
需要进行债务重组。
该倡议提供了暂时推
迟偿债的机会。

20国集团和巴黎俱

乐部的官方债权人去
年推出了一个债务处
理共同框架，以重组
符合DSS I条件国家不
可持续的债务状况和
长期的融资缺口，但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
国家--埃塞俄比亚、
乍得和赞比亚--提出

了申请。
马尔帕斯说，进一

步的债务支付冻结可以
作为债务重组共同框架
的一部分，但是还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来增加私
营部门债权人的参与，
他们迄今为止一直不愿
意参与。

因受燃料危机影响 
英国消费者对支出更趋谨慎

周二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
担心燃料短缺，英国消费者9月支出
增速为1月份以来最慢，当时英国陷
入了抗疫封锁状态。英国零售业联盟
(BRC)表示，上个月的零售支出增长
势头大幅减弱，与2020年9月相比仅
增长了0.6%，增幅也远低于8月的增
长3.0%。由于缺少油罐车司机，导
致供应中断，英国大部分地区上个月
出现了恐慌性的燃料购买。政府将此
归咎于全球经济在封锁后重新开放所
面临的问题，但批评者说，这也反映
了英国在脱欧后更严厉的移民规定。

分析师：土耳其里拉或进一步贬值
土耳其央行无视通胀压力，支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对经济提
供更多支持的做法导致土耳其里拉贬
值，美元兑土耳其里拉USD/TRY站上
9.0，续刷历史新高。由于埃尔多安
可能推行更多的货币刺激措施，这一
走势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预计土耳
其通胀压力不会很快缓解，如果进一
步降息，美元兑土耳其里拉可能很容
易升破10的水平。

英国能源密集型行业再次呼吁
政府解决能源价格飙升问题

当地时间11日，英国能源密集型
行业的代表继续与政府官员进行谈
判，再次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扶持受
能源成本飙升严重打击的行业。

谈判结束后，英国商务、能源和
产业战略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 i 
Kwarteng)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正式
申请，要求财政部对陷入困境的行业
提供支持。

受此次能源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
钢铁、玻璃、陶瓷、纸张等行业代表
此前表示，除非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应
对能源价格高企和供应问题，否则多
数企业将被迫停产。过去几周，天然
气批发价格高企，已导致多家英国能
源公司停业，多个行业停产。

日本汽油均价连涨5周 
日本汽油一升9.2元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不断走高，
也使得日本的汽油价格创下了2018年
10月以来的最高值。日本的石油供应
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国际油价上涨，
也带动日本石油制品价格节节攀升。
在日本一个主要的石化基地，记者了
解到普通汽油的价格目前是每公升160
日元、约合人民币9.2元。上周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普通汽油的均价
已经连续5个星期走高，创下3年来的
新高，比疫情暴发之后的最低值上涨
了近三成。石油在日本进口商品中占
比超过一成，油价变动会给日本的贸
易收支带来重大影响。日本财务省上
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上旬和中
旬，日本贸易逆差达到1658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6亿元，除了汽车出口下
滑以外，油价上涨导致石油进口额增
加，也是引发逆差的重要因素。

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州坠毁  
至少2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 1
日，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州南部
的圣迭戈县一处居民区坠毁并引发
火灾。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2人死
亡，2人送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话说，这架飞
机于当地时间12时14分左右坠毁。美
国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现场多座房
屋以及包括一辆UPS（美国联合包裹
运送服务公司）运输车在内的多辆汽
车被烧毁。当地官员说，紧急救援人
员到达现场时，有几辆车正在着火。
数小时后，坠机现场仍在阴燃。该地
区约10户家庭的电源已被关闭。

阿富汗临时内阁下令:
驱逐虐待人民的塔利班成员 保护投资安全

阿媒报道称，阿富汗看守内阁于
10月11日在总统府举行部长级会议，
并作出系列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关键
决定。据阿富汗哈马通讯社(Khaama 
P r e s s ） 12日消息，阿富汗总统府
（ARG）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由临时
总理阿洪德（Mu h amm a d  H a s s a n 
Akhund）主持的会议讨论了政治、
经济和安全问题，并作出了一些关键
决定。声明说，领导层下令驱逐虐待
人民的塔利班成员。临时内阁承诺为
国际社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设立仓
库，并增加分配上的透明度。

声明还表示，“安全机构的职
责是确保各部委、各级政府行政部
门，以及阿富汗贸易商和投资者的安
全。”同时，看守内阁将指导解决该
国运输工会的问题，并授予直升机公
司在阿富汗自由飞行的许可。

【路透布鲁塞尔】
根据路透看到的一份
文件草案，欧盟将研
究推动成员国联合采
购天然气的选项，目
前欧盟正在考虑如何
缓解能源价格飙升造
成的影响。

欧盟执委会本周将
公布一份有关成员国
可以采取的应对能源

价格飙升的“措施工
具箱”，以回应一些
成员国要求欧盟就天
然气和电费价格创纪
录做出应对的呼吁。

一份该工具箱文件
的草案称，执委会将研
究欧盟成员国联合采
购天然气可能带来的
裨益，这是包括西班
牙在内的几个成员国

政府最近几周提出的一
个想法。

草案称，各成员国
可以集体采购天然气，
建立一个战略储备，并
补充称，参与此类计划
将是自愿的。

许多成员国采取了
国内措施应对价格急
升，如设置价格上限
和暂时降低燃油税或

电费税。
草 案 证 实 ， 欧

盟 法 律 允 许 成 员 国
采 取 此 类 措 施 ， 并
称，成员国政府从欧
盟碳市场得到的收入
可以为这些措施提供
部分资金。这份工具
箱文件计划于周三公
布，在那之前可能会
有所调整。

草案称，成员国政
府还可以使用欧盟预
算及复苏基金中的资
金来翻新建筑物，以
减少能源消耗，并帮
助降低消费者支付的
供暖费用。

草案并称，执委会
将于明年公布指引，帮
助加快新的可再生能源
项目的审批速度。

贫困国家2020年债务水平上升12%

至创纪录的8600亿美元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

【路透华盛顿】世界银行周一警告说，由于新冠疫

情的影响，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在2020年大幅

上升12%，达到创纪录的8600亿美元；世界银行并呼

吁紧急行动以降低债务水平。

欧盟将研究推动成员国联合采购天然气的选项

【中新网】据俄罗
斯卫星网12日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
在议会辩论期间表示，
日本主权范围包括“
北方领土”(日俄争议
岛屿，俄称为南千岛群
岛)。对此，俄罗斯联
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
尔·贾巴罗夫表示，虽
然日方就千岛群岛发表
不当言论，但俄罗斯不
会放弃继续就和平条约
与日本谈判。

据报道，岸田文雄
强调，“必须解决领土
问题，不将这一问题留
给后代。”他还补充
称，日本政府“愿与俄

罗斯缔结和平条约， 
解决领土归属问题”。

俄罗斯与日本在二
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
和平条约。日本以1855
年俄日签订的双边贸易
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
归还四个日俄争议岛
屿，并将归还岛屿作为
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
条件。莫斯科则认为俄
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 0 1 8 年 1 1 月 在 新 加
坡举行会晤，商定在
195 6年《苏日共同宣
言》基础上加快和平条
约谈判进程。

岸田文雄主张对日俄争议岛屿主权 

俄议员回应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

【海外网】越南近
日出现大规模民工返
乡潮。由于越南此前
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大量工厂处于关停状
态，工业中心地带的
城市解封后，数万名民
工迫于生计选择返乡，
劳动力大量流失令当地
企业陷入“用工荒”
。《南华早报》11日
报道称，世贸组织报
告显示，9月越南仅鞋
类商品出口较202 0年
同月下降4 4%，全球
供应链也将因此遭受
重创。

据越南政府官方数
据显示，胡志明市及
其邻近省区有350万民
工，其中210万人希望
返乡。上周返乡的一位

民工接受采访时表示，
疫情封锁期间他花光积
蓄，只能依靠领取救济
维生，当胡志明市1日
解封后，他就和数千名
工人踏上了返乡路，他
形容这趟旅程“像春节
一样拥挤”。

越南在全球供应链
中占有重要地位，主
要向海外出口服装、
鞋子和家用电器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
得劳动力短缺、运输成
本抬升，导致全球供应
链出现中断。一位负责
阿迪达斯和迪卡侬等
国际品牌的供应商表
示，由于原材料和劳
动力短缺，生产力水
平难以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

据世界贸易组织驻
河内办事处8日公布数
据显示，越南9月鞋类
出口额为7亿美元，较
2020年同月下降44%
。越南南部80%的工
厂因疫情封锁关闭，
而这些企业占到制鞋
业出口额的70%。报
道称，越南的生产滞
后预计将会打击到圣诞
季的零售和消费市场。
越南政府目前已发放
救助方案，鼓励工人
们返回制造业中心城
市工作。

越南卫生部11日报
告，越南11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3619例，
新增死亡病例115例；
累计确诊843281例，
累计死亡20670例。

越南现大规模民工返乡潮：

企业陷入用工荒 全球供应链受创

【新浪网】美国西
南航空公司10日取消上
千架次航班，管理层把
这一混乱情况归咎于恶
劣天气以及空中交通管
控“意外”。

法 新 社 援 引 美 国
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报
道，西南航空当天取
消航班108 5架次，占
航班时刻表所列总数
2 9%，晚点航班超过
900架次。前一天，西
南航空取消航班800多
架次。

西南航空在一份声
明中说，佛罗里达州
机场周末天气情况恶
劣，加上空中交通管
控意外出现问题，导
致航班晚点以及大量
取消。

不过，美国大气研
究集团总裁亨利·H·
哈特费尔特告诉美联
社记者，西南航空取
消航班另有其因。按
照他的说法，今年6月
以来，西南航空安排
的航班数量超过其承
受能力。

哈特费尔特认为，
最糟糕的原因是，西南
航空一些飞行员可能消
极怠工，抗议公司强制
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法
新社同样报道，舆论猜
测部分飞行员及其他
员工“磨洋工”以表
达不满。

西南航空飞行员协
会10日发布声明，否认
飞行员参与这类集体向
管理层施压的行为。

飞行员抗议强制接种？

美西南航空一日取消上千航班

【智通财经网】由
于经济增长从去年的衰
退中强劲反弹，新西兰
2020-21财年的预算赤
字远低于预期。

根据新西兰财政部
周二发布的财务报告显
示，截至6月30日的财
年最终赤字为46亿新西
兰元(合32亿美元)，较
5月份的预期少了约106
亿新西兰元，低于2020
年的231亿新西兰元。
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30.1%，5月
份预期为34%。

新 西 兰 财 政 部 长
Grant Robertson表示： 
“几乎所有指标都显示，
新西兰经济表现好于预
期。这显示出从2020年
第一次经济封锁以来的
强劲反弹，是摆脱当前
疫情恢复的好兆头。”

在去年，新西兰在
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初
步成功，这使其经济得
以实现V型复苏，增加
了政府税收。不过，该
国目前正与de l t a变种
的爆发作斗争，并于8
月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了为期三周的封锁。
目前，该国的最大城市
奥克兰仍然实施限制措
施。

对此，新西兰银行
(Bank of New Zealand)
惠灵顿研究主管Stephen 
Topl is表示：“如果认
为经济将以2020年那样
的速度反弹，那就有点
乐观了。不过，由于该
国的净债务相对于其他
发达经济体较低，政府
会认为，如果有需要，
它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支
持经济。”

经济实现强劲反弹 

新西兰2021财年预算赤字远低于预期

【中新经纬】受芯
片短缺制约生产的影
响，日本汽车制造商本
田汽车、日产汽车和丰
田汽车9月份在中国的
汽车销量下降。

据 报 道 ， 本 田 表
示，受新冠疫情和零部
件短缺影响，上个月在
中国销售了121448辆
汽车，比去年同期下降
28%。

日产表示，由于“外
部不利因素，包括持续
的疫情、跨行业材料短
缺、经济放缓和竞争加
剧”，该公司9月销量
下降26%至104443辆。

丰田公司则称，当
月在中国销售了11.5万
辆汽车，下降了36%。

据了解，由于疫情
打乱了全球制造业，推
高了消费电子设备制造

商对芯片的需求，导致
半导体和其他零部件供
应趋紧，日本汽车公司
在9月已经被迫减产。

据 公 开 数 据 显
示，2021财年(2021年
4月1日至2022年3月31
日)，日本车企的减产
规模预计至少将达到
105万辆，相当于上一
财年日本车企乘用车总
产量的15%。

受芯片短缺制约 

日资车企9月在中国汽车销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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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由印尼大
象集团（Gajah Tunggal）
和印度尼西亚全民基金会
(Yayasan Indonesia Un-
tuk Semua简称：YIUS) 
鼎力支持的多元化联合会
（Yayasan Upaya Indo-
nesia Damai简称：UID)
对丹格朗县Pasar Kemis- 
Kutabaru 村居委会论坛
的倡议，即共同为当地
3120名居民建立了疫苗
接种中心表示欢迎。

这是UID-YIUS与社区
协会组织、地方政府，以
及当地警察和军队单位之

间的一系列合作。10月
12日，在Kutabaru村Graha 
Sejahtera 大楼举行的大
规模接种疫苗，是一场由 
RW 论坛领导的自下而上
的运动。这次疫苗接种是
第2次接种由丹格朗警方
和 Pasar Kemis 警方提供
的 Sinovac 品牌疫苗。

UID辅导主席Tuti Had-
iputranto表示，UID-YIUS 
与社区协会和 警察单位
在这项大规模疫苗接种活
动中的合作是两者之间一
致性的一种形式。该基金
会和 Gajah Tunggal始终

积极与社区一起参与解决
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运
动。这也证明了人民和警
察之间有直接的合作，以
及私营部门和政府人员应
对 Covid-19 大流行。

Pasar Kemis镇长 
H.Cha i d i r和Ku t a b a r u村
长 Makmun，以及Gajah 
Tunggal经理Ferry Hollen出
席见证了Graha Sejahtera
疫苗接种中心的活动。本
周，UID 和 YIUS 将与居
委会论坛在丹格朗县的其
中一个乡村 合作建立一
个疫苗接种中心。

UID与大象集团欢迎市民倡议建立疫苗接种中心

Gajah Tunggal经理 Ferry Hollen（左二）等单位诸领导在活动现场合影。

新冠疫苗接种活动一景。 村民接受接种一景。 村民接受接种一景。

【华侨大学网站】恰逢
中老建交60周年、中国—
东盟对话关系3 0周年之
际，2021年9月，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校友、老挝青年学
者素里耶·莫那拉（Souliya 

Mounnarth）撰著《中国与东
盟：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
践》一书，并正式出版。

素里耶·莫那拉，华侨
大学华文学院2006届汉语言
专业毕业，时任学院学生会

境外生联络部部长。曾任老
挝外交学院外交部联络员，
作为老挝代表参加北京大学
中国—东盟青年峰会、延安
党员交流活动并发言，并多
次担任中国—老挝互访团口

译员，2019年受邀作为老挝
代表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现任职于老挝教育部、
老挝国立大学，主要从事国
立大学国际合作方面工作。

多年来，素里耶·莫那

拉一直积极参与老中友好
交流事业，并在中国完成
学业后回到老挝参与国家
发展建设，是老中人文交
流成果的典范。她致力于
研究东盟发展的历史、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
东盟这一区域性组织的内部
构建互信，外部与其他国家
和组织机构建立合作机制，
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文图：学院综合）

庆祝中老建交60 周年

华侨大学老挝校友素里耶·莫那拉出版新书

素里耶（第一排左五）校园合影
素里耶参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
文版首发式

素里耶（右一）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自2020年3月16日起因
Covid-19疫情爆发，政府宣
布全国停课至今，已超过
574天了。在八月中旬后，
由于政府已逐步妥善地控
制疫情，使得每日染疫人
数急遽下降至三位数，因
此雅加达教育部门也通知
各级学校申请有条件开放
校园，让学生到校上课。
雅加达台湾学校(Jaka r t a 
Taipei School)在九月初提
出申请，并于9月24日晚间
获审核通过：有条件允许
本校开放高中部及幼儿园
学生部份到校上课。至于国

中部和小学部的申请，仍在
继续核定中，相信也很快会
获得通过。

回顾这段期间，配合雅
加达教育部门规定，学校
须参加各项研习，诸如教
职员、家长、学生等，及
填报各项问卷及测验，还
有各项调查表、时时检查
校园内的各项设备，最后
还包括督学到校检核等，
我们终于在10月11日开放
第一批的高中部及幼儿园
部分学生到校上课。若仍
对学校环境或学生个人因
素持有疑虑的家长，依政

JTS开门迎学子！实践防疫新校园！
在10月11日上午，首批

入校的高一同学共9位，依
序量额温、喷酒精消毒双
手后，就看着他们兴高采
烈地进入教室，毕竟，已
经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可以不必透过萤幕才能看
到老师与同学们，即使只
上4节课而已，但毕竟是跨
出了成功的一大步唷。当
日下午，感谢Kepala Satuan 

府规定，一样也可让孩子
居家上课，进行线上/线
下的混成授课模式学习，
请家长不用过份担心。而
在开放校园后，安排于每
周一、三、五接受学生到
校上课，每周二、四则是
校园消毒时间(依教育局规
定)。因此，目前第一梯次
的上课时间，依学生人数
排定如下：

部別/日期 周一 周三 周五

高中部 G10 G11 G12

幼儿园 K2 K1 K2 & K1

Pelaksana Pendidikan Kelapa 
Gading(本地教育局长)Ba-
pak Sriyono亲自到校，视察
幼儿园的上课情形，作出
重点提示如下：(1)在疫情
时期，除了教室，学校所
有空间必须依照健康协议
(protokol kesehatan)办理，
如座位摆设要保持安全距
离。 (2)不可以拒绝任何
一位想要返校上课的学生
到校上课。 (3)目前规定
已相对宽松，学校可在规
定的上课时间(每周一、
三、五)及每间教室上限人
数内，自行安排上课的班

级。随后他也在张晋福校
长与特助Henny陪同下，巡
视校园各项防疫措施与作
为，观看两班上课情形并
给予学校充分的肯定。

最后，再次叮咛及期盼所
有家长及同学们，在配合完
整接种2剂疫苗后，无论是
到校或在家上课，都要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
减少无谓的外出，出门必戴
口罩，随时做好个人防护工
作，以保持全家人的身体健
康。展望未来，相信全面恢
复正常上课之日不远矣！ 
（雅加达台湾学校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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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方敦促加拿大为中企提供
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12日讯，针对加拿大或就禁止华为参
与5G建设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
应秉持客观公正态度，独立自主作出符合
自身利益的选择，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有
记者提问，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5%
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应禁止华为参与加拿
大5G网络建设，这一比例高于2019年的
53%。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没有排除将华
为纳入加拿大5G建设的可能性，预计将
很快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
论？“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和加拿大经贸
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华为5G产品的
先进性和安全性已经得到全球大多数运营
商的认可。”赵立坚表示，加方应秉持客
观公正态度，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身利益
的选择，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
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中新社）

台湾地区11日新增1例本地确诊、 10例境外输入
12日讯，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宣
布，岛内新增11例COVID-19个案，分别
为1例本地及10例境外输入病例；另外，
无新增死亡个案。该指挥中心表示，
今日新增1例本地个案(案16411)为40多
岁女性，10月9日因其他原因就医采检，
并于今日确诊。今日新增10例境外输入
个案为5例男性、5例女性，分别自印尼
(3例，案16405-16407)、美国(2例，
案16408、案16412)、菲律宾(2例，案
16409、案16410)、新加坡(案16413)及蒙
古(2例，案16414、案16415)入境，入境
日期介于9月26日至10月9日，皆持有搭机
前3日内检验阴性报告。据统计，截至目
前，台湾地区累计确诊16305例，2020
年起累计846例死亡病例。（东南网）

中国内地与香港企业会计
准则保持持续趋同

12日讯，自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实
现企业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以来，双方
每年及时互通会计准则建设及国际趋同
进展情况，保持两地会计准则的持续趋
同。今年9月，经财政部与香港会计准
则制定机构香港会计师公会充分沟通协
调，香港方面认可过去一年来中国内地
制定和修订发布的保险合同、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14号、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
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等企业会计准则与
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趋同。财政部表示，两地会计
准则的持续趋同，有利于降低企业到对
方资本市场融资的报表编制成本，为中
国内地企业“走出去”、沪港通和深港
通的顺利运作，以及两地债券市场的互
联互通营造良好的会计环境，促进两地
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中新社）

山西因洪涝灾害停产煤矿已有56座复产
12日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王启

瑞在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此前受降雨影响停
产的60座煤矿，目前已有56座恢复生产。 
9月29日，山西与河北、山东、江苏、浙
江、天津等14个省（区、市）签订四季
度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10月2日至10月
7日，山西多地遭遇时间久、范围广、强
度大的降雨天气，致60座煤矿停产，煤炭
保供“压力陡增”。王启瑞表示，此次强
降雨导致部分煤矿临时紧急停产，但停
产时间短，不会对山西煤炭保供造成明
显影响。目前，因洪涝灾害仍停产的4座
煤矿，3座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合计产能
360万吨，因井下涌水较大停产，待隐患
消除后可恢复生产；1座位于山西省太原
市，产能为120万吨，因山体滑坡阻断运
煤公路而停产。（中新社）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月度销量首破5万
12日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

12日发布2021年9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
析。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9月
再次打破其8月创下的44264辆月度销量
纪录，创造出56006辆月度销量的全新
纪录，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394%。
据了解，这56006辆新车中，有52153辆
交付于中国本土车主。截至9月，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2021年累计销售已逾30万
辆。其中仅国内销量就已突破20万辆，
出口车型也已突破10万辆。特斯拉官方
在日前的2021股东大会上表示，自2016年
第四季度至今，特斯拉的交付量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71%，近5个季度更是连续创下
交付纪录。今年第三季度，特斯拉的年化
量产速度接近100万辆/年，也因此打造了
全新的交付纪录，在刚刚过去的2021第
三季度交付了共超过24万辆汽车，同比
增长73%。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也在
股东大会上表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运营不到两年，产量已在今年第三季度
超过了特斯拉位于美国弗里蒙特的超级
工厂。按照规划，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2021年全年产量预计将达到45万辆。
到2021年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国
产化率将达到90%左右。（中新社）

习近平指出，生物
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
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保护生物
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
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
发展。昆明《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
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
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
作，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
自然应和谐共生。我
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
球家园。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良好生态
环境既是自然财富，
也是经济财富，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
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
进的地球家园。新冠肺
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
阴影。面对恢复经济
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
务，我们要加强团结、

共克时艰，让发展成
果、良好生态更多更
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
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
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
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
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
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
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
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
度内，对山水林田湖
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

第 二 ， 以 绿 色 转
型为驱动，助力全球
可持续发展。要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
系，把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效益。
加强绿色国际合作，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
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
护环境、发展经济、创

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
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第 四 ， 以 国 际 法
为基础，维护公平合
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有效遵守和实施
国际规则。设立新的
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
顾雄心和务实平衡，
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中国将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 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
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
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
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
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逐步把自然生

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
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
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
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中国
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
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
构建起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
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让我们携起手来，秉
持生态文明理念，站
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
高度，共同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共同建
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于10月
12日在昆明以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
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
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
龙、哥斯达黎加总统
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
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
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
以视频方式出席。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10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
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北京12日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下午以

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新社北京12日讯】针对近
段时间台湾个别政治人物刻意歪曲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国际
公认的法律事实，台湾作为中国的
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有记者提问，近段时间，台湾
个别政治人物多次“投书”外国
媒体，刻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
议，声称这一决议“没有决定台
湾代表权，甚至里面连台湾都没提
到”，还妄称引用这一决议阻止台
湾加入联合国不妥当，“争取参与
联合国是全民共同期待”。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回应称，台湾个别政治人
物的言论毫无道理。对联合国大会
涉台问题，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

赵立坚从三个方面再次强调中
方立场。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
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中方坚持一
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反对“两
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
台独”的态度不容挑战，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第二，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71年通过的
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系
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任
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一个中

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

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赵立坚
说，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联合
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充分尊重中国对台湾
行使主权。

第三，联大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
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
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
曲，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
能得逞。”赵立坚表示，台湾个别
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是对一
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
衅，是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公
然违反，也是典型的“台独”言
论，对此坚决反对。这一言论在国
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
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员
国的理解和支持。”赵立坚说。

【中新社上海12日讯】 
12日18时，经过20多天
海上漂泊中国香港籍中
远海运“天秤座”轮载
运着第四届进博会海运
展品，顺利靠泊洋山港
二期码头。

上海边检机关等口
岸查验单位与相关港航
企业密切配合，共建“
运输-通关-卸运-中
转”绿色通道，助力第
四届进博会展品安全准
时入境布展。

据 悉 ， 2 万 标 箱 级
的超大型集装箱轮“
天秤座”此次运载的
海运展品包括2架直升
机。该批展品系德国
RSHelikopterGmbH公司
开发，为一架VA115单
座直升机、一架VA250
双座直升机和一个特殊
的训练平台。

此批展品于德国时
间9月16日从汉堡港装
船启运。航程中，上
海边检等口岸查验单
位加强与港航企业沟
通配合，了解船舶的
行程轨迹和全船船员
的健康状况，同时主动
牵头搭建进博展品入境
通道，缩短船舶锚泊等
待时间，保障船舶优
先进港、码头安全作
业、货物高效装卸。

洋山边检站严格执行
非必要“不登陆、不
登轮、不搭靠”管理措
施，加强船舶在港期间
管理，严格人、车管理
和船岸人员不直接接触
措施，保障展品安全有
序卸船中转。

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与前三届进博会布
展不同的是，今年，受
海运拥堵影响，部分展
品由海运转为空运。上
海边检机关针对一线执
勤人员实施“7天集中
封闭执勤＋7天集中隔
离观察＋7天居家健康
观察”闭环勤务模式，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同
时，为货运航空公司提
供互联网“单一窗口”
平台电子申报便利，符
合条件的航班可提前进
行电子申报，由边检工
作人员完成线上审核与
录入。

上海边检总站方面
表示，在运载进博展品
的国际货机抵达后，
边检机关可第一时间
通过“单一窗口”平台
为航班及机组人员办理
入出境边检手续，将平
均节省40分钟通关时
间，实现机组员工“少
跑腿”、货运航班“快
装卸”。

【中新社北京12日讯】
记者12日从中国公安部
获悉，202 1年三季度
中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883万辆；新登记新能
源汽车76.7万辆，同比
增长154.71%。

据公安部统计，截
至2021年9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3.9 0亿
辆，其中汽车2.9 7亿
辆；机动车驾驶人4.7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39亿人。2021年三季
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883万辆，新领证驾
驶人972万人。

2021年前三季度，
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275 3万辆，同比增

加4 3 6 . 3万辆，增长
18.83%。分季度看，
一季度新注册登记机
动车966万辆，同比增
长67.31%；二季度新
注册登记机动车904万
辆，同比增长8.19%；
三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883万辆，同比下降
2.29%。

汽车保有量超过100
万辆的城市共有76个，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
个。其中，汽车保有
量超过 2 0 0 万辆城市
34个，超过300万辆城
市18个。北京汽车保
有量超过600万辆，成
都、重庆汽车保有量超
过500万辆，苏州、上

海、郑州、西安汽车保
有量超过400万辆。

　　截至9月，全国
载客汽车保有量为2.56
亿辆。其中以个人名义
登记的小微型载客汽车
（私家车）达2.3 7亿
辆。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3242万辆，占汽车总量
的10.91%。从新注册
登记情况看，2021年前
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
记载客汽车1666万辆，
同比增加319.9万辆，
增长23.76%；全国新
注册登记载货汽车334
万辆，同比增加37.9万
辆，增长12.80%。

另 据 统 计 ， 截 至 9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达678万辆，占汽
车总量的2.28%。其中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552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
量的81.53%。从新注
册登记情况看，2021年
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
登记新能源汽车187.1
万辆，同比增加119.9
万辆，增长178.4 9%
。其中，三季度新注册
登记新能源汽车76.7万
辆，同比增加46. 6万
辆，增长154.71%。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
数量达4.7 6亿人，其
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4.39亿人，占驾驶人总
数的92.14%。从新领
证人数看，2021年前三

季度，全国新领证驾驶
人数量2672万人，同比
增加739.4万人，增长
38.26%。从驾驶人年龄
看，26至50岁的驾驶人
3.37亿人，占70.85%
；51至60岁的驾驶人
6699万人，占14.07%
；6 0岁以上的驾驶人
1714万人，占3.60%。

2021年三季度，为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继续大力推行31项交管
业务“足不出户”网上
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
领驾驶证行驶证、发放
临时号牌等业务2356.6
万次，同比增加544.4
万次，增长30.04%。

2021年三季度中国新登记新能源汽车76.7万辆 同比增长154.71%

第四届进博会海运展品入境 

靠泊洋山港
中国外交部：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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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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81 86 265

2 东爪哇省 85 72 64 221

3 雅京特区 82 68 81 231

4 巴布亚 72 45 73 190

5 中爪哇省 21 35 51 107

6 巴厘岛 20 18 36 74

7 东加省	 16 28 32 76

8 廖内省	 16 19 16 51

9 楠榜 12 7 8 27

10 西努省(NTB) 11 8 7 26

身处A组的印尼队遇到
泰国队，他们的前两号
单打状态堪忧。首场金
廷苦战了1小时28分钟以
1比2（21比16、22比24
、23比25）不敌泰国队
的王高伦。吉迪恩/苏卡
穆约在第二场苦战三局逆
转赢球帮助印尼队迅速
追成1平，但克里斯蒂下
一场就以0比2（10比21

、14比21）完败给昆拉
武特，泰国队以2比1再
次领跑。阿尔菲安/阿迪
安托、胡斯塔维托在之后
两场均拿到胜利，印尼队
以3比2险胜泰国队。A组
另一场比赛，中国台北队
以5比0击败阿尔及利亚
队。印尼队两胜在小组中
领跑，泰国队和中国台北
队同为1胜1负。

在B组中，丹麦队同
样陷入了苦战，安东森
在与德国队一战没有出
场。阿塞尔森首场以2比
0（21比9、21比8）轻取
对手，丹麦队以1比0领
先。接下来的一双和二
单比赛，丹麦队都遭遇
败仗，德国队以2比1反

超。关键时刻，克里斯蒂
安森/索嘉德赢下二双，
老将维汀哈斯在最后一场
单打也获胜，丹麦队才以
3比2险胜德国队。

同组的韩国队以4比1
击败法国队，丹麦队和韩
国队均为两战全胜，他们
一同提前出线。

阿塞尔森赢球丹麦逆转出线 

单打低迷印尼险胜泰国
【新浪体育12日讯】汤尤杯决赛阶段结

束第三日的争夺，汤姆斯杯的两大夺冠热

门纷纷遇到麻烦。印尼队在前两号单打输

球的情况下以3比2险胜泰国队，阿塞尔森

带领的丹麦队在一度1比2落后的情况下逆

转战胜德国队。

【新浪体育12日讯】汤
尤杯决赛阶段比赛继续进
行，尤伯杯小组赛波澜不
惊，日本、印尼、韩国等
强队纷纷获胜，这些球队
在拿到2连胜后提前锁定
出线资格。

A组的日本队遇到德国
队。日本队在出场阵容
上进行了微调，山口茜登
场，她在首战以2比0（21
比17、22比20）击败了德
国队的李怡逢，日本队以
1比0领先。接下来的比赛

中，福岛由纪/松友美佐
纪以2比0（21比13、21
比8）战胜埃夫勒/洛豪，

高桥沙也加、松本麻佑/
松山奈未、高桥明日香均
以2比0的比分击败各自对
手，日本队以5比0取胜。

同组的印尼队没有派出
老将波莉，但她们仍以4
比1击败法国队。这样日
本队和印尼队均为两战全
胜，她们提前从A组中出
线。

C组的两场比赛实力差
距悬殊，韩国队以5比0横
扫埃及队，中国台北队以
5比0大胜塔希提队，韩国

队和中国台北队战绩同为
两战全胜，她们一同提前
锁定了出线资格。

在D组一场争夺小组第
三名的比赛中，加拿大队
的实力更胜一筹，吴熙儿
为球队拿到开门红，之后
她们又取胜三场，最终以
4比1击败马来西亚队。这
样加拿大队以1胜2负排在
小组第三，马来西亚队三
战皆负垫底。该组的中国
队和丹麦队均拿到2胜已
提前锁定了出线资格。

【网易体育12日讯】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
洲区预选赛继续进行，J
组之中，德国队客场对
阵北马其顿。上半场，
维尔纳击中门柱，德国
0-0暂平北马其顿。下
半 场 ， 哈 弗 茨 打 破 僵
局，维尔纳梅开二度，
穆夏拉打入在国家队的
首个进球。最终，德国
队客场4-0完胜北马其
顿，报了首回合输球的
一箭之仇。8轮战罢，德
国队7胜1负拿到21分，
领先优势已经达到8分，
这让他们确保小组第一
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值
得一提的是，他们也是
除东道主卡塔尔之外，
第一支确定晋级决赛圈
的 球 队 ！ 两 队 出 场 阵
容：

北马其顿（4- 3 - 3
）： 1 -迪米特雷夫斯
基 / 1 3 - 利 斯 托 夫 斯

基 （ 7 7 ’ 3 - 阿 什 科
夫 斯 基 ） 、 6 - 穆 斯
利 乌 、 1 4 - 维 尔 科 夫
斯 基 、 8 - 阿 里 奥 斯
基/2 1-科斯塔迪诺夫
（7 7’4-利斯特夫斯
基 ） 、 1 6 - 尼 科 洛 夫
（ 5 8’ 1 7 -拉基普）
、5-阿德米（29’	20-
斯皮罗夫斯基）/1 1-
库尔利诺夫、18-亚霍
维奇（58’23-米沃斯
基）、7-埃尔马斯。

德国队（4-2-3- 1
） ： 1 - 诺 伊 尔 / 1 6 -
科 洛 斯 特 曼 、 1 5 - 聚
勒、 5 -科雷尔、2 1 -
劳 姆 / 8 - 格 雷 茨 卡
（ 6 1’ 2 3 -维尔茨）
、6-基米希/10-格纳
布里（ 7 4’ 1 8 -霍夫
曼）、13-托马斯-穆勒
（80’17-诺伊豪斯）
、7-哈弗茨（61’20-
阿德耶米）/9-维尔纳
（74’14-穆夏拉）。

【网易体育12日讯】2022卡塔尔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G组第8轮比赛
打响，荷兰主场迎战直布罗陀。上
半时，范戴克先是头槌入网为荷兰
取得梦幻开局，随后越位位置助攻
诺阿-朗头球破门被吹无效，紧接
着德佩主罚点球被扑，此后先是推
射破门打进一球，进而再度主罚点
球时将功补过实现梅开二度；下半
时，邓弗里斯头球破门改写比分，
随后丹朱马、马伦先后替补建功锁
定胜局。全场比赛结束，荷兰6-0
横扫直布罗陀。本轮比赛过后，橙
衣军团豪夺四连胜，目前以6胜1平1
负积19分继续稳居G组榜首。

在国际A级赛事历史上，双方有
且仅有过1次交锋纪录，即在本次世

预赛的首轮交锋，当时客场作战的
荷兰7-0血洗直布罗陀。本轮比赛
前，荷兰5胜1平1负积16分排名榜
首。	此役，德佩继续领衔首发，范
戴克、维纳尔杜姆、布林德等悉数

登场。双方出场阵容：
荷 兰 （ 4 - 3 - 3 ） ： 1 - 比 杰

洛 / 2 2 - 邓 弗 里 斯 、 6 - 德 弗
里、4-范戴克、17-布林德/8-
维纳尔杜姆、2 1 -弗朗基-德容
（60’19-韦格霍斯特）、14-克
拉森/11-博古伊斯（60’15-丹
朱马）、10-德佩、8-诺阿-朗
（78’18-马伦）。

直布罗陀（4-3-3）：13-班
达/12-马斯卡伦亚斯、5-安尼斯
利、6-威斯曼、14-埃伦-奇波利
纳/10-沃克（80’8-哈桑）、2-
博西奥（46’17-罗纳）、3-约
瑟夫-奇波利纳（4 6’2 0 -布里
托）/9-里斯（62’7-卡夏罗）
、22-托里拉、15-瓦拉里诺。

世预赛-德国4-0提前晋级世界杯!

维尔纳双响穆勒2传

山口茜获胜日本轻取德国 携手印尼韩国提前出线

世预赛-荷兰6-0豪取4连胜! 德佩双响范戴克头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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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健
康美食十五个节气，它意味着

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
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
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
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
也。同时，白露也是反映自然
界气温变化的节令，在这段时间
里，气温开始逐渐降低，在清晨
或者傍晚，近地面空气里的水汽
遇冷后会聚在花草或者石头上凝
成水珠，所以人们把这个时节称
为白露。

联系电话：0086-20-83004168 　传真：0086-20-87370162 　电子邮箱：gdtoday_nf@126.com 　南方网：www.southcn.com 　英文网：www.newsgd.com

桂花：香甜暖胃，秋凉最宜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岭南补土学术流派学术带头人 卢传坚教授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策划：王会赟

养生膳食

脾在窍为口

本版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杨佳

《灵枢脉度》中言：“脾气
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

矣。”食欲、口味、舌苔、口中
唾液、口气、牙齿等信息均可以
反映脾胃的运化功能。如脾失健
运、湿浊内生，常有口中黏腻、
口气令人不悦、食欲欠佳或多食
易饥饿、舌苔厚腻、唾液粘稠、
牙菌斑滋生等不适。

农历八月，又被叫做“桂

月”，因为这是个桂花飘香的

季节。采下来的桂花不仅闻起

来香甜，吃起来还有种甜杏般

的味道，真是“色香味俱全”

。在做各种糕点或是糖水的时

候，加上一点金黄的糖桂花，

既好看又好吃。即使没有工夫

去腌制桂花，也可以采下一点

阴干，加上蜂蜜或茶叶冲水，

就是一杯香气袭人的“桂花特

饮”。

桂花不仅好吃而且好用。农

历八月正是秋意渐浓的时候，

中午虽热，但早晚已有些凉

意。这个时候，不仅“添衣嫌

热，不添嫌冷”，吃东西也一

样，吃冷的凉的对脾胃不好，

温补又没到时候。吃桂花正合

适，既暖胃又滋润。

桂花也叫“木樨花”，在

苏杭一带常栽种于路边。桂

花有黄色的金桂、白色的银

桂，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

丹桂”是红色的，但都可以

食用。中秋前后是桂花开得

最盛的时候，它的香气自

带“甜味儿”，让人闻着就

忍不住想咬一口。

桂花也确实能吃，《本草

汇言》中说它“散冷气，消

瘀血，止肠风血痢。凡患阴

寒冷气，瘕疝奔豚，腹内一

切冷病，蒸热布裹熨之”。

《随息居饮食谱》也称它“

辟臭，醒胃，化痰”。桂花性

味辛温，有“暖胃”的作用，

因此胃寒引起胃痛胃胀时可以

吃它；平素肠胃偏虚寒又体质

娇弱的人，也可以用桂花泡水

喝，它的药性柔和，不易上火

又好喝。

俗话说“立了秋，扇莫丢”

，早秋时期，早晚虽然有些

凉，但中午还是和夏天一样

热。人们虽然知道降温后要

吃些暖热的食物，但总还觉得

天气有些热，忍不住要吃点冷

的凉的，因此特别容易“闹肚

子”。也有些平素就脾胃虚寒

的人，一旦天气凉了，肠胃就

容易不舒服。

但是，岭南的“秋老虎”

毕竟还是有几分威力的，

这时候就开始温补又容易上

火。因此，这个时节要选效

力柔和的温热食材吃才“应

季”。桂花是花类药，既能

够把里头的胃阳给“暖”起

来以抵御秋凉，又不像姜、

肉桂等那么温热，正好能让

脾胃适应一下这个“由热转

凉”的过程。

此外，桂花还能化痰和改

善口气，喝水时稍放一点冲

开，还有预防秋冬寒咳的作

用，可以给“入秋”做做“

热身”。

白露：一羹一推 养阴润燥
白露身不露
广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科

吴大嵘教授指出，白露过后，
冷空气开始南下，昼夜温差逐
渐明显，一早一晚我们都能感
觉到有一丝丝凉意，这时候我
们应注意保暖，避免着凉。特
别是孩子的颈部、肩肘髋膝关
节、双脚以及腹部的保暖，这
些部位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
着凉后容易出现咳嗽、腹泻等
情况。

家长在给孩子穿衣保暖的同
时，也需要遵循春捂秋冻的原
则，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时
适宜添加一件薄衣，保持孩子
的体表是处于清凉、干爽的状
态，提高机体的御寒能力。家
中如果有反复出现呼吸道问题
的孩子，在这个时节不适宜过
冻，防止寒气入侵而诱发呼吸
道疾病。平常也可以选择用温
水泡脚这个方法来温通肾经，
促进气血的运行，帮助体内阳
气的收藏来更好地迎接冬季。

燥邪宜柔润
秋季天气逐渐转凉，空气开

始变得干燥，燥邪当令，容易
出现口干、咽痛、咳嗽少痰等
症状，这就是我们常称的“ 秋
燥”。秋季在五行里属金，在
五脏里对应的是肺，所以在这
个时节要特别注意对于肺的养
护，肺的生理特点是“喜润恶
燥”，在饮食上要以“ 润燥、
补肺、养阴、多酸”为原则，
适当食用一些银耳、萝卜、红
薯、玉米、百合等滋阴润燥的
食物。

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肺金

会克肝木，秋天燥邪太过，容
易对人体的肝气起抑制作用，
出现情绪波动大、胸闷、叹
气等情况，这时候只进行单纯
的润燥是不够的，还需要疏肝
解郁，可以适当吃一些酸性食
物，例如乌梅、山楂等，或者
吃一些具有酸味的食物，如杨
桃、葡萄、柚子等。

夜卧宜早起
《黄帝内经》载：秋三月,此

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
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
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
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

进入秋季后，天亮的时间
会开始逐渐延迟，阳气开始逐
渐往地底下收敛，在日常起居
上应该早睡早起，早睡能顺
应阳气收敛，早起可以使得肺
气舒展开来，帮助疏通肺经。
在这个季节孩子容易出现情绪
方面的问题，出现烦躁、情绪
低落的情况，家长可以在早晚
适当和孩子一起增加一些户外
活动，例如慢跑、骑车、打球
等，帮助孩子放松心情。

白露对应的季节是秋季，秋
对应肺，肺与大肠相表里。秋
季容易受到燥邪的影响，燥易
伤津，人体津液亏损就会出现
口唇燥裂、毛发干枯、皮肤干
燥等症状，肠道也会因为受到
燥气损伤而变得干涩，出现大
便不通畅的情况。平常除了可
以给孩子吃一些润肠通便的食
物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小儿
推拿来帮助孩子养阴润燥、润
肠通便。

白露节气小儿推拿
1.清大肠

定位：在食指桡侧缘，自指

尖至虎口，呈一条直线。

操作：从虎口向食指尖方向

直推。

用法：清湿热、导积滞。常

用于湿热腹泻、发热腹痛、食

积或大便秘结等，既可以止泻

又可以通便。

2.逆揉曲池

定位：在肘横纹外侧端，曲

肘90度，肘横纹头与肱骨外上

髁连线的中点。

操作：屈曲孩子的肘关节90

度，并用一只手托住，另一只

手的拇指置于穴位处，做逆时

针揉动。

用法：疏风解表，消肿止痛。常

用于调理外感内热、咳嗽、咽喉疼

痛、荨麻疹、肩肘关节疼痛等。

3.运水入土

定位：从手掌面小指尖至拇

指尖，沿手掌边缘呈一条弧形

曲线。

操作：自小指尖沿手掌边缘

经小天心运至拇指尖。

用法：健脾胃、助运化、润

肠通便。常用于便秘。

推荐食疗 银耳红薯羹
材料：银耳1朵，红薯2个，

冰糖200克，红枣3个（去核）

，枸杞15粒。

做法：银耳泡发洗净后撕

成小朵，红薯洗净去皮切成小

块，冷水下红薯煮开后倒入银

耳煮10分钟左右，加入红枣、

枸杞，继续煮10分钟左右加入

冰糖，冰糖融化后即可。

点评：银耳富含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多种氨基酸和

矿物质，其中的药理有效成分

为银耳多糖，能够增强人体免

疫功能，起到扶正固本作用。

银耳性甘味平，色白，入肺、

胃、肾经，有补益肺气、滋阴

润燥的功效。

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

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

生素及多种矿物质，中医视

红薯为良药，有“长寿食品”

之誉。

《本草纲目》中说：“甘

薯补

虚，健脾开胃，强肾阴。”

民间认为白露节气吃番薯可使

饭后不会发胃酸，故旧时农家

在白露节气以吃番薯为习。

芡实薏仁陈皮
煲老鸭

材料：老鸭 300克，芡实30
克，薏米30克，陈皮1瓣（5年
─10年以上为佳），生姜5片，
食盐适量。

做法：（1）芡实、薏米用温
开水浸泡3 0 分钟以上；陈皮
用温开水泡15分钟；将老鸭去
除内脏、洗净后焯水。

（2）汤锅内加水煮开，把
所有材料一起放入锅里，大火
煮开后撇去浮沫，转小火煲1.5
小时，调味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 四时俱是
夏，一雨便成秋”。《食疗本
草》载鸭肉能“滋五脏之阴，
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胃
生津，止咳息惊”，祛湿之余
还能清补五脏，加入陈皮、薏
米、芡实等药食两用的材料，
能发挥益脾养胃、利水渗湿的
功效，尤宜闷热蒸湿时服用，
能缓解时令所致的疲倦乏力、
汗多黏腻、食欲欠佳、大便溏
薄、小便短少等不适。

小贴士：膳食含有薏米，孕
妇不宜。

润秋鲜饮
材料：鲜藕2节，梨1个，

适量清水。
做法：(1)所有材料洗净，

放进料理机搅碎。
(2)倒入锅中加水煮开。
(3)放凉食用，或根据个人

口味添加蜂蜜食用。
专家点评：藕为时令果

蔬，《随息居饮食谱》载：“
甘平。熟食补虚，养心生血。
开胃舒郁，止泻充饥。捣罨冻
疮，亦可入馔。果中灵品，久
食休粮。”其能养血补虚、尤
宜心脾两虚者。藕搭配鲜梨，
煮一道适时养生的快手甜品，
能缓解口咽干燥、口舌生疮、
心烦失眠、疲劳、胃纳欠佳、
大便溏软等不适，适合大众将
其作为秋日养生之用。

（药食同源，凡膳皆药。
本栏目由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治未病研究基地学术带
头人杨志敏教授担任专家指
导，专注教大家吃出美味和
健康。）



“秦府果然如张大夫所
言，秦老爷前年纳了一个
小妾媛娘，是应州城最大
妓馆彩颜馆的乐妓，卖
艺不卖身。媛娘容貌并非
绝艳，但是很有手段，更
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女
子，这也是秦老爷宠爱她
的主要原因，秦老爷还当
着众人面前感慨已经有正
妻了，要不，他的正妻非
她莫属。”李炎赫说道。
赵平澜冷冷一笑。“这不
是暗示说，正妻若死了，
就会将小妾扶正吗？”
即使秦夫人的死并非秦老
爷出手设计，也是他促成
的。
“秦夫人去年生下儿子，
身子大受亏损，大夫都说
活不了多久，府里的丫鬟
婆子担心媛娘被扶正，纷
纷投靠媛娘，没想到后
来秦夫人接受张大夫的医
治，不但活下来了，而且
身子越来越好。”
“可想而知，她会有多么
不甘心，眼看就要扶正
了。”
“在那之后，媛娘更是积
极的在府里收买人心，秦
老爷甚至以秦夫人要照顾
孩子为由，让秦夫人交出

一半的管家权。”
赵平澜微蹙着眉。“秦老
爷这是宠妾灭妻，难道不
怕遭人非议？”
“商人不在意这种名
声。”李炎赫答道。
赵平澜与张水薇看法不
同，他觉得媛娘行凶的可
能性更高。
而秦老爷不过是睁一眼闭
一眼放任她杀害正妻，可
是，他想不明白。“若是
媛娘设计害死秦夫人，为
何要兜上一大圈？弄死了
好几个妓人，若是她在其
中不小心露了馅，她对秦
夫人根本没有下手的机
会。”
“郎先生认为几个妓人的
死与秦夫人无关，不过
是巧妙将两者结合在一
起。”
“这么说，杀害妓人另有
原因，是吗？”
李炎赫点头道：“我们发
现媛娘与几位妓人相识，
且媛娘有一间胭脂水粉的
铺子，专门供应应州城的
妓人。”
赵平澜略一思忖。“这其
中有利益之争？”
“这一点还查不出来，可
是郞先生认为，这几个妓

人皆是妓馆的花魁，她们
肯定给媛娘带来不少生
意，媛娘总要给她们一些
好处。”
“媛娘应该不甘心吧，即
使没有她们，妓馆的生
意对她来说还是如囊中
物。”
“郞先生的意思也是如
此，认为她们很可能因为
利益起了冲突，且秦老爷
曾经是这几个妓人的入幕
之宾，彼此更容易生出嫌
隙。”
赵平澜忍不住露出厌恶之
色。“这样的猪脑子如何
成为大商贾？”
李炎赫忍俊不禁的噗哧一
笑，立刻招来一个白眼，
他赶紧用双手捂住嘴巴，
一双眼睛却无辜的对着赵
平澜眨了又眨。
京中权贵人人皆知成国公
世子爷不碰青楼女子，与
其说是嫌弃她们卑贱，还
不如说他无法忍受跟一群
蠢蛋睡同一个女人。
即使这些人身分尊贵，可
是在他看来，抢着睡一个
有银子就没有羞耻的女人
根本不长脑子，这不就是
猪吗？
赵平澜意识到自个儿太
激动了，缓了一口气，
问：“除此之外，还查到
什么？”
李炎赫神色一正，严肃
道：“秦老爷与陈阁老有
关。”
“陈阁老……太子一
派？”赵平澜轻轻挑起
眉。
“正是，郞先生怀疑刘刺
史已经查到此案牵涉到秦
老爷和媛娘，可是忌惮秦
老爷身后的陈阁老，因此
才会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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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了另一个面具，开门走了
出去，我走到了一个身材和我
相仿的情报员面前，回头望着

杰克。
杰克已明白了我的意思，命令那位情报
员道：”你和这位先生换一换衣服。”

那情报员眨着眼睛，显
然不知道他的上级如何
会向他发出这一道怪异
的命令来的。
他并没有多说甚么，便
将衣服脱了下来，我和
他迅速地换好了衣服，
这时我已经完全成了另
外一个人，我这才打开
门，向外走去。
我装着十分轻松，哼着
小曲，出了那座商业大
厦。
那 时 ， 正 是 放 工 的 时
候，我尽量在人多的地
方挤着，在人挨着人的
情形下，即使是隐身的勃

拉克，也不能追踪我的。
我当然不敢回家去，我只是打电话通知
了由我挂名作董事长的进出口行的经
理，叫他为我准备一艘游艇和一切用
具，停在我所指定的码头上。

我要去找王彦和燕芬两人，问他们，究
竟是甚么使他们，使勃拉克变成那样子
的。
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了，我
不能再顾及王彦和燕芬两人的”自我恐
惧”心境了。
我要弄明白，何以勃拉克会变成透明
人，如果必要的话，我也要设法使自己
也成为透明人，去对付这可怕的杀人
王！
为了给我的经理以准备的时间，我走进
了一家电影院，电影院中放映的恰好是
一套科学幻想片，但是电影的情节，比
起我的实际遭遇来，就像是讲给孩子听
的童话一样。
我在电影院中打了一个盹，散场时分，
才走了出来，又曲曲折折地绕了许多
路。
直到我相信勃拉克，不可能跟在我的后
面了，我才叫车，来到了码头上。
这时，天色已十分黑了，我看到了已准
备好的游艇，我取下了面具，向那艘游

艇走去，我的经理正在游艇上焦急地等
着我。
我只向他说了一句十分简单的话：”别
将我们之间的事讲给任何人听。”
他点了点头，上岸走了，而我则驶着那
艘虽小而速度十分快的游艇，向海面驶
去。
我还可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荒岛的位
置，靠着仪器的帮助，没有多久，我便
已来到了那个小岛的附近，我熄了引
擎，以船桨划向前去，将艇静静地泊在
岩石之中。
王彦的那艘游艇还在，我悄悄地上了
岸，向他们两人扎营的地方走去，那一
夜，天色更是黑暗，我到了帐幕旁边，
便听到了王彦的叹息声。
而燕芬则在道：”我想，那东西可能是
来自外太空的，或许你会奇怪……”
王彦几乎是在呻吟：”别说了！别说
了！”
燕芬也叹了一口气，道：”勇敢些！”

大之后，看他应该是常常跟名
模演员闹绯闻的企业家，结果
却是一个离开工作场所就喜欢

宅在家里的男人。
“虽然搞不懂大哥的脑子在想什么，但
是可以肯定一件事郞郞他对百合花的情
意可是忠心到底。”她很自然的伸手触
摸眼前那朵百合花。
“不准碰！”莫颐晙的声音冷冰冰的传
过来。“如果你不愿意从此成为这里的

拒绝往来户，就不要随便碰我屋里
的东西。”
手一收，莫怡香没好气的翻了个白
眼。“洁癖！”
“你既然知道我有洁癖，就不要在
这里留下任何不属于我的痕迹。”
莫颐晙端着咖啡来到客厅，一杯递
给她，自己端着另一杯走到落地窗
前面。
严格说起来，他并非洁癖，只是不
喜欢自己的地方沾染乱七八糟的味
道，而大部分的女人都有喷香水的
习惯。

自家小妹更是一个随时随地补充香味的
女人，很容易破坏这里的纯粹，也因此
这儿最不欢迎女人。
她将咖啡放在茶几上，存心挑衅的扬起
眉，“齐夏天来你这里的时候，你也这
样子对她吗？”
“齐夏天没有来过这里。”
“你永远不让她踏进这里一步吗？”
“她身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

他早就注意到了，齐夏天的身上没有任
何香精的味道。
一开始他也觉得很奇怪，她看起来应
该是那种喜欢随时保持香气四溢的
人。
可是越相处，看得越清楚，她是一个对
气味非常敏感的女人，一旦身上沾染什
么味道，她就会皱眉。
“你是说她不喷香水吗？”
“对，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一样喜欢将
自己变成香香公主。”
莫怡香撇了撇嘴，退回沙发坐下。“香
香公主总比臭臭公主好吧。”
“没有香水，你也不会因此变成臭臭公
主。”
“我很会流汗。”
“汗水加上香水，这味道不是更怪
吗？”
她懊恼的一瞪，“我不跟你说了，你就
是喜欢挑我毛病。”
“我不是在挑你毛病，只是在告诉你，
不要老是把心思花在这种没意义的事情

上面。你已经二十六岁了，难道要一直
游手好闲的过日子吗？”
闻言，她不服气的双手叉腰，怒道：“
我哪有游手好闲？老妈叫我先学习当个
称职的贤妻良母，我要上烹饪课、插花
课、书法课、油画课，还去上艺术鉴赏
课。除了周未假日，我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
是啊，她过得很充实，只是一点都不快
乐。
“你在国外那么努力的学珠宝设计，不
是为了当珠宝设计师吗？”
瞬间，她像泄了气的皮球，双肩无力的
垂下来。“老妈说我又赚不了什么钱，
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嫁个好老公，要我不
如好好准备当个贤妻良母。”
他不以为然的皱着眉，“这是你的人
生，你要当珠宝设计师还是当贤妻良
母，这是你的事，不应该让别人来指挥
你，就是你的父母，也不能为你将来的
幸福与否负责。”

(57)

你做的不好，一定会有人
批评。
你做的很好，还是会有人
批评。
无论你好不好，都一样会
受批评。
既然如此，又何必在乎别
人的嘴。
别强迫自己改变，做自己
就好！

(39)

(30)

过一处山崖，又是一座巍峨佳
城，坟前碑上镌着“浙江大侠葛
琅之墓”。

葛龙骧虽是遗腹之子，未曾见过爹爹一
面，但骨肉连心，天性攸关；在觉罗岛
上听卫天衢叙述自己身世，虽知必无虚
言，但总免不了还有那么一丝半丝的疑
惑之处。
如今黄土一垄、孤碑三尺，事实业已千
真万确。
葛龙骧心中巨震，并陡的一酸，忍不住
的拜倒在地，嚎陶大哭。
心中暗暗祷祝，父亲在天英灵，应知有
子长成，而默信自己，早日寻得妖妇，
报仇雪恨。
直到声嘶泪尽，才在附近找家山民，惜
来锄畚等具，亲自动手为父亲坟上添土
修耷，并留下金银，托山民代在坟前栽
花种树，以不时供祭。
诸事安排已毕，葛龙骧心切亲仇，想师
父及冷云仙子均在坐关，不便惊扰；既
听黑天狐字文屏曾对卫天行说过，要到
仙霞岭天魔洞去找魔伽仙子，练什么“
三绝迷阳勾魂大阵”；仙霞就在浙南，
不如前往一探，也许机缘巧合，能手刃
此妇，也未可知。
主意打定，遂在葛琅墓畔露宿三日，然
后挥泪拜别，下山扑奔仙霞而去。
等他到达仙霞岭，好不容易才找到朱砂
壁下的天魔古洞。
哪知魔伽仙子业已他往，仅从她门下女
徒口中，听出魔伽仙子因诸正派长老久
未见在江湖走动，胆量渐大；况且这多
年来所掳面首，均是闽粤一带人士，着
实也想换换口味。所以此番远去江南，
要想弄几位俊秀风华的少年郎君，一尝
异味。
葛龙骧本来深恶这类荡妇淫娃，要想下
手除却，但因志在黑天狐宇文屏，并知
一身所学功候不够，尚难敌她“五毒邪
功”，要想以暗制明，潜踪以伺，哪里
还会打草惊蛇？
万一将她惊走隐藏，那时海角天涯，何

处寻找？
遂悄悄离开天魔古洞，扑奔江南。沿途
察访，并管了不少不平之事。
一次击毙一名采花大盗，在他身畔囊
内，搜出三副人皮面具，不禁大喜！
从此便以蒙面人姿态，行快江南，并各
处探听魔伽仙子踪迹。
勾留两月，“江南蒙面小侠”的声威遂
起，连称霸江南多年的铁珠头陀和火灵
恶道他均败在葛龙骧掌下而避往江北。
葛龙骧也就在此时，一方面发现了魔伽
仙子行踪，一方面却又发现了龙门医隐
及心上人柏青青，父女二人正在追寻自
己。
玉人颜色，葛龙嚷何尝不是魂牵梦索，
但好不容易才发现魔伽仙子，正待暗暗
追踪，对她淫行加以破坏，将其逼回仙
霞；候黑天狐一到，俟机便可下手，报
那不共戴天之仇。
倘与柏青青相见，这一番儿女缠绵可能
误却大事。遂铁起心肠，故布疑阵，摆
脱龙门医隐，追踪魔伽而到江北。

第五章 避难承先机 丐侠灵山虚护法

哪知龙门医隐识破他疑兵之计，也自追
到江北。维扬郊外林中，几乎当面撞
破。
摩伽仙子也觉得有高人在侧，不愿再行
逗留，连夜返回仙霞，黑天狐宇文屏已
经在天魔洞内相待。
葛龙骧因须规避龙门医隐父女，时时绕
道，迟到两日、偷偷进入天魔洞内，
只听黑天狐宇文屏劝摩伽仙子，同下
苗疆，与苗岭阴魔邴浩合练一种绝毒阵
法，以备来日趁正邪双方在黄山论剑之
时，暗地发动，而将群雄一网打尽。
摩伽仙子却执意不从，二人几乎吵得反
目。
葛龙骧深仇在侧，空自目毗皆裂，因无
机可乘，终未敢妄动行事。次日再去，
宇文屏业已与摩伽决裂，拂袖他往；自
己踪迹也被摩伽仙子发现，追到洞外。
正待动手之时，柏青青突在半崖乱石之
后现身，那一声凄呼“龙哥”，入耳惊
心。无奈，他又施展轻功疾避而去。
人虽遁人林中，但心头兀自忐忑不安，
暗想自己这心切亲仇的隐情，柏青青何
从知晓。
倘误认自己薄情变心，岂不过于伤心气
苦，应设法解释一番才好。
他已探过天魔洞多次，知道另外还有两
个秘密出入之口，遂重行潜回，由秘洞
进人。此时恰好摩伽仙子“天魔艳舞”
与“六贼销魂妙音”均告失灵，正待弃
邪归正之际。
葛龙骧突然发现那名狠毒妖妇黑天狐宇
文屏，竟也由另一秘洞进人，并用千里
火摺点燃壁间的几条火药引线；摩伽师
徒也已发觉，纷纷竭力扑救。
葛龙骧看她们那等情急，知道火药一爆
即将立肇巨灾。 (81)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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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餐已经像
中餐一样，成了人们的一
种日常饮食。很多人甚至
认为，跟高温爆炒相比，
西餐烹调相对简单，用油
少，低脂低能量。但实际
上，很多西餐美食都是藏
脂大户，经常吃会让你不
知不觉的长胖。

雪花牛排。100克雪花
牛排的脂肪含量高达2 3
克，远远高于沙朗牛排
（8.3克/100克）、菲力
牛排（10.7克/100克）、
纽约客牛排（10.7克/100
克）。并且，沙朗牛排、
菲力牛排等肥瘦比较分
明，看到肥的不想吃可以
直接切掉。雪花牛排的脂
肪却藏得很深，生着的时
候，白色的脂肪像大理
石纹一样均匀分布在瘦肉
间，一眼就能看出来；可
煎的过程中白花花的脂肪
会熔化渗入瘦肉中，让你
能感受到牛排的浓香、柔
嫩、多汁，却注意不到脂
肪的存在。

建议：从健康角度讲，
吃西餐要少点雪花牛排，

菜单中，它们常以神户牛
排、和牛牛排等名字出
现，点餐时需跟服务员核
实一下。

蔬菜沙拉。蔬菜的确低
脂，可沙拉酱脂肪含量很
高，有的高达76.5%。如
果1份蔬菜沙拉里放25克
沙拉酱，那么相当于吃下
了近20克脂肪。

建议：可让厨师将沙拉
酱单独放小碟里，自己决
定放多少；或干脆别用沙
拉酱，加蒜醋汁做成中式
大拌菜。

浓汤。南瓜浓汤和蘑菇
浓汤深受不少人喜爱，它
们之所以浓香，主要是黄
油、奶酪、奶油的功劳。
比如某西餐厅蘑菇浓汤的
配料为：口蘑65克、奶酪
20克、黄油10克、鲜奶油
55克、面粉12克、盐／鸡
粉适量。

建议：浓汤一定要少
喝，或者干脆点清汤。

土豆泥。你是否觉得西
餐厅的土豆泥特别浓香、
好吃？原因在于用了重要
配料——黄油、淡奶油，

土豆泥中，黄油的量甚至
高达土豆的30%。

建议：如果已经点了面
包或意面做主食，最好别
再点土豆泥；在家里想吃
味道香浓的土豆泥，可以
加少许黄油，用配方奶粉
替代淡奶油。

披萨。西餐厅做披萨，
和面时会加黄油，一般为
面粉量的10%，如果是肉
馅披萨，脂肪含量更高。

建议：少以披萨为主
食，或点尺寸小点的；在
家做披萨，和面时尽量不
放黄油。

甜点。甜点不仅是含糖
大户，脂肪含量也不少，
比如某品牌蛋挞皮的脂肪
含量高达22 . 4%。这类
甜点层次特别明显，入口
又酥又脆，起作用的便是
油脂，尤其会经常用一些
对健康不太“友好”、饱
和程度比较高的氢化植物
油，也叫“植物奶油”“
人造奶油”“起酥油”
等。

建议：少吃甜点，尤其
是口感特别酥脆的。▲

吃出健康 家庭医生

生活起居

生活起居

雪花牛排脂肪藏得深 浓汤披萨含大量黄油

西餐美食很多是藏脂大户
中国注册营养师 谷传玲

如果一个人心软听劝，
常被形容为“耳根子软”
，可能被当作善良的人。
但临床上，炎症真能让人
耳根子变软，严重时可危
及生命。

复发性多软骨炎是一种
发作性软骨组织进行性炎症
破坏性疾病，好发于40~55
岁，病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机体对软骨、葡萄膜、玻璃
体、心瓣膜、关节滑膜等Ⅱ
型胶原蛋白丰富的组织产生
免疫反应，常导致以下一系
列临床表现。

耳朵畸形、鼻子塌。发
作期，耳廓、鼻子会红、
肿、热、痛，常在 5~10
天内自行好转，但长期反

复发作会导致耳廓逐渐萎
缩、扭曲变形，变成“花
椰菜耳”，甚至会堵塞外
耳道、咽鼓管，导致传导
性耳聋；鼻软骨出现局部
塌陷，发展为鞍鼻畸形。

眼部炎症。比如上眼
睑下垂、眼睑水肿、结膜
炎、角膜炎及葡萄膜炎
等，甚至导致视神经炎、
视网膜病变、脱离，但较
为少见。

呼吸困难。多达一半
的患者会出现呼吸系统
问题，大多表现为喉软
骨炎，导致声音嘶哑、咳
嗽、呼吸困难和痉挛，且
呼吸道并发症及肺部感染
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主动脉反流。这是仅次
于呼吸问题的第二大死亡原
因，可导致主动脉反流、二
尖瓣反流、心肌炎等。

紫癜、丘疹和结节。分
布在躯干、肩膀的环状、
暴发性荨麻疹是该病的特
有皮肤表现，紫癜、丘
疹、结节等也十分常见。

虽然病因未明，但非甾
体抗炎药、免疫抑制剂等
治疗可延缓病情进展，阿
达木单抗、托珠单抗、利
妥昔单抗等生物制剂对严
重病例也较为有效。如果
已出现文章中所提症状，
患者需及时到风湿免疫科
就诊，明确诊断、尽早治
疗。▲

发炎会让耳根子变软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 李学义 □程晓静

对孤独的空巢老人而
言，狗是很好的陪伴，但
中老年人养狗要多考虑狗
的精力是否太旺盛、品
种、体型、性情等。美国
MSN网站撰文推荐了8种适
合陪伴中老年人的狗。

查理士王小猎犬。可
爱的小型宠物狗。惹人怜
爱，平时节奏也慢，特别
喜欢陪伴在主人身旁。

比熊犬。体型迷你、
不喜欢长时间独处，对久
居家中的老人是很好的选
择。

约克郡犬。体型小。不
需要大量运动，简单室内
抛掷互动就能让它们消耗

大部分精力。遇到不方便
出门的天气，在家也能让
心爱的小狗得到锻炼。

狮子狗。绝佳的宠物狗
之选，友善热情不怕生。
在空间较小的公寓中也能
活得很好，不是特别好
动，喜欢适当地散步。

哈巴狗。这种狗老少
皆宜，孙辈上门看望时它
也能很好地在一旁做伴。
由于不太能适应外环境里
可能出现的极端温度，它
们以宅闻名，一天大部分
时间都趴在沙发上也很满
足。

法国斗牛犬。脸部扁
平、天性沉静、适应能力

强，每天只需稍微散一下
步就能保持健康。在炎热
或特别潮湿的天气中，它
们需要待在空调房里和主
人一起避暑。

博美犬。聪颖易训练，
体型迷你，高约17厘米，
重不超过3公斤，是名副
其实的口袋犬。它们不需
要过多运动。

贵宾犬。性格友善、活
泼爱玩，它是最聪明的狗之
一，国人常养的“泰迪犬”
是其中一种。贵宾犬体型
不一，能适应多种需求。不
过，它们所需日常运动量较
大，适合活跃好动的老年
人。▲（颜勤学）

八种狗适合老人养

天天熏香损伤呼吸道

保护心脑

最好的血压是低于130/80
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

国心脏学会联合多个学术
机构，于2017年底颁布新
版高血压指南，并重新定
义了高血压标准，将收缩
压/舒张压140/90毫米汞
柱修改为 130/80毫米汞
柱 ；130~139/80~89 毫米
汞柱被定义为1级高血压。
我国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刘静团队近
日发表的研究则显示，血
压对于心血管病发生风险
的增加有累积效应，即便
某人当前血压处于正常范
围，但如果平均血压处于

较高水平已有数年，其心
血管病发生风险仍较高。

研究团队从中国多省市
心血管病队列研究北京项
目中纳入2429名成年人，
其中42.9%为男性 ，2007 
年平均年龄为62.1 岁，
此时均无心血管病。监测
随访过程中发现，平均随
访10.2年时，共发生207
例心血管事件；基线没有
心血管病的成年人，1 5 
年内累积血压水平如果
高于1970 . 8/1 2 3 9 . 9毫
米汞柱/年，即平均血压
≥131/83毫米汞柱，未来

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显著
增加；如果15年期间累积
血压水平较低，仅2007年
舒张压水平较高者，心血
管病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收缩压水平较高者心血管
病发生风险并未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为了有
效预防心血管疾病，大家
应尽可能长期将收缩压和
舒张压分别维持在 130 和 
80毫米汞柱以下；观察到
血压异常，就要积极进行
血压管理，生活方式干预
是指南推荐的主要治疗策
略。▲ （张 伟）

医学前沿

不戴帽子晒太阳伤大脑
各地气温上升，户外活

动的人也逐渐增多了。不
过，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
究人员警示，夏天进行长
时间户外运动时尽量戴上
帽子，因为头部直接暴露
在阳光下，会损伤运动与
感知能力。

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年
龄在27~41岁。在测试他

们的运动、感知的实验
中，研究人员用灯光照射
他们身体不同位置。实验
显示，当灯光照射背部、
侧身与头顶时，他们的运
动、感知表现更差。实验
结果表明，在没有保护的
情况下，暴露于阳光下会
损伤大脑功能，这一结果
对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

业以及农业的人员有所影
响。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热效应对健
康、行为损伤已是全社会
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于
那些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
人来说，戴上帽子，保护
头部免受阳光的直接照射
十分重要。▲(吕文开)

中医养生

牙齿松动，地黄独活酒漱口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情报部副研究员 蒲昭和

牙 齿 松 动 属 中 医 “
牙宣”“齿豁”等疾病
范畴。中医认为，肾主
骨，“齿为骨之余”，齿
骨同源，齿龈又为“胃之
经络”所绕，故牙齿松动
与胃、肾二脏关切密切。
牙松发病机理可由胃腑积
热，毒热熏蒸齿龈所致，
或因肾阴虚导致气血亏
虚、齿龈失养而成。牙齿
松动的本质离不开“热”
和“虚”。初起以胃火上
炎为主，中期可夹杂肾阴
虚，但始终存在“余热不

散”之象，发展至后期常
会因龈络瘀阻、血行失畅
而造成牙根动摇。

治 疗 牙 齿 松 动 可 从
滋阴补肾、散瘀消肿、
祛风止痛等方法入手，
推荐一个方子：取生地
黄、独活各 5 0 克（均
切碎），加黄酒（或白
酒）250毫升，浸12小时
即可使用；药液含漱1分
钟后可吐去，也可含后
服下（高血压、糖尿病
禁服），1天数次，连用
10天或以上。

此 方 出 自 古 籍 ， 《
圣济总录》载：“牙疳
宣露，脓血口气，生地
黄一斤，盐二合，捣合
为 团 ， 研 匀 ， 日 夜 敷
之”。《肘后方》亦有
记载：“治风齿疼，颊
肿，用独活以酒煎热含
漱”。需要注意的是，
用药期间，应保持口腔
卫生，可结合叩齿或牙
龈按摩；忌吃过硬、辛
辣食物和禁酒；牙松兼
牙龈红肿者，如结合服
药，效果更好。▲

近年宫廷剧、古装剧
火热，很多人也学着影
视作品中的样子点起了
熏香，认为其能修身养
性、陶冶情操，甚至弄
得家中烟雾缭绕。

市面上售卖的香薰种
类繁多，价格迥异，有
传统的沉香、龙涎香、
檀香，也有藤条香氛、
烛台香氛、固体香氛膏
等新兴产品。中国环境
科学院环境污染与健康
研究室研究员张金良认
为，熏香使用要考量具
体的需求、香薰的种类
和环境条件，在日常生
活中并不能天天使用。

我国的香文化由来已
久。屈原《离骚》中就
以“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来赞美
香文化。香薰其中的芳
香类物质可以影响身体
的神经系统，让人产生
兴奋或者放松的感觉。
也有人说使用香薰可以

清 新 空 气 ， 张 金 良 提
醒，使用香熏或香氛只
是用易于接受的气味来
遮盖空间环境中难闻的
气味，起不到净化空气
的作用。

香薰成分复杂，容易
损伤呼吸系统。其实无论
是固体还是液体的熏香，
都含有香味剂（有天然香
料或香材，有人工合成的
芳香性挥发性有机物）和
其他辅助材料。蜡烛香薰
是石蜡和香味剂制成的，
既使是使用食品级石蜡也
可能含有微量苯和多环芳
烃类等杂质。石蜡燃烧会
产生一些颗粒物，通过呼
吸道进入肺部。有关研究
显示，咳嗽咳痰等呼吸系
统症状和肺功能的损害与
熏香或香氛使用有关。

燃 烧 不 充 分 ， 产 生
污染物颗粒。张金良提
醒 ， 蜡 烛 香 薰 燃 烧 的
温度较低，是不充分燃
烧，可能会产生有机污

染物，以颗粒态或者气
态形式释放到空气中，
影响呼吸系统或其他系
统的健康。即使是价格
较贵的纯天然香料，如
果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不
适，如头晕、恶心等。

频繁使用影响老人小
孩孕妇健康。如果家中有
老人和孩童应该少用或慎
用熏香，孕妇最好不用熏
香。因为孩童处于生长发
育期，对外来物质的代谢
功能不完全，对污染物更
加敏感。熏香时间不宜过
长、频率不宜过高，否则
会使神经中枢长期处于
兴奋状态，增加气血的消
耗，产生虚弱乏累之感。

张金良建议，应尽量
少用香薰香氛。如果家
中需要营造特殊氛围或
在重要意义的时间点，
可适当使用香薰。在使
用时最好选择在窗边、
玄 关 等 便 于 通 风 的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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