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协议长Bambang Soesatyo（中)、国军总司令Hadi Tjahjanto空军上
将（左二）、国家警察总长Listyo Sigit Prabowo警察上将（右一）
、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PBNU)总主席Dr.KH.Said Aqil Siroj（
左一）和第89届军校毕业校友会顾问Eko Margiyono中将（左二）
周三（10月13日）在雅加达东区 Cilangkap 国军总部举行的社会服
务活动中举行记者会。 在该活动中象征性向全国各地分发183,000
个基本食品包，以及在国军-国家警察（TNI-Polri）军校第89届或
Altar 89服役33年的背景下开展疫苗接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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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IMF下调我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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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0℃

泗水	 晴天	 26-35℃

棉兰	 晴天	 24-32℃

登巴刹	 晴天	 24-31℃

坤甸	 晴天	 24-34℃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13日）

累计确诊 :4,231,046 例
疑似患者 ： 424,799 例
新增病例 :    1,233 例
累计死亡 :  142,881 例
累计治愈 :4,067,684 例

宜	 祭祀	拆卸

忌	 栽种	莳插

生肖相冲	牛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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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成员其中有财长丝莉慕利亚妮

佐科威任命美佳娃蒂为BRIN 指导委员会主席

【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佐科威总统周三（1 0月
1 3日）委任斗争民主党
（PDIP）中央理事会总主
席美佳娃蒂•苏加诺普特里
(Megawati	 Soekarnoputri)	
为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指
导委员会	(BRIN)主席，并
在雅京总统府为BRIN成员
和指导委员会主席举行宣
誓就职仪式。

除了美佳娃蒂以外，总
统还任命财政部长丝莉慕利
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	
和国民建设规划部（PPN/
Bappenas）部长苏哈梭.摩诺
阿尔法(Suharso	Monoarfa)担
任副主席职位。

与 此 同 时 ， 来 自 雅
加 达 州 立 大 学 的 学 者	
Sudhamek	Agung	Waspodo	
Sunyo t o被任命为BR IN秘
书长。其他成员包括埃
米尔萨利姆教授（ P r o f	
Dr	 	 Emil	 Salim）、Ir	 I	
Gede	 Wenten、Bambang	
Kesowo、Adi	 Utarini	 教
授、Marsudi	Wahyu	Kisworo	
和	Tri	Mumpuni。

此前，政府在一次内阁
改组中将	 BRIN从研究和

周三（10月13日），佐科威总统正式委任美佳娃蒂•苏加诺普特里为国家研究与创新机
构指导委员会  (BRIN)主席，并在雅京总统府为BRIN成员和指导委员会主席举行宣誓就
职仪式。

1 Megawati	Soekarnoputri	(主席)

2 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副主席)

3 PPN/Bappenas部长	Suharso	Monoarfa	(副主席)

4 Sudhamek	Agoeng	Waspodo	Soenjoto	(秘书长)

5 Emil	Salim	(成员)

6 I	Gede	Wenten	(成员)

7 Bambang	Kesowo	(成员)

8 Adi	Utarini	(成员)

9 Marsudi	Wahyu	Kisworo	(成员)

10 Tri	Mumpuni	(成员)。

以下是BRIN 指导委员会名单:

技术部	 (Kemenristek)	 分
开，并研究和技术部与教
育和文化部合并（Mendik-Mendik-
bud-Ristek）。

之后，BRIN	成立为独立
机构。印度尼西亚科学研
究所（LIPI）负责人Laksana	
Tri	 Handoko被任命为BRIN
负责人。

根据2021年第78号总
统条例，成立一项名为	
BRIN	指导委员会的单元。
总统条例第7条第(2)款规
定，BRIN	指导委员会主席
将由班渣西拉意识形态辅
导机构	 (BPIP)	 的一名成
员担任。现任BPIP	 指导委

员会主席是美佳娃蒂•苏加
诺普特里。

BRIN负责人	Laksana	Tri	
Handoko	表示，BRIN	指导
委员会主席的职能将基于
班渣西拉意识形态科学的
研究与创新的基础。

美佳娃蒂被委任为	BRIN	
指导委员会主席的决定是
根据20 2 1年关于国家研
究与创新机构指导委员会	
(BRIN)	第33号的总统条例	
(Perpres)	。该条例于2021
年4月28日签署并于同日发
布。第5条规定，BRIN的组
织结构由指导委员会和理
事会组成。（v）

如今预计2021年世界经
济增长为5.9%。与2021
年7月版的《世界经济展
望》相比下降了0.1个百
分点。

2021年10月版《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中称，“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在持
续且依旧放缓。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大流行仍
是主要风险。”

那么对我国怎么样？IMF	
把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下
调了多少？

在2021年10月版《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中，IMF预

【印尼CNBC雅加达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在最新的2021年

10月版《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中，总

部设于华盛顿特区的该机构下调了对包括我

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PPKM减少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但由

于经济活动暂停，

因此国家付出的代

价非常高
计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3.2%。与2021
年7月版的《世界经济展
望》相比下降了0.7个百
分点。至于2022年，我国
经济增长预测在5.9%保
持不变。

该报告称，“在中国和
印度之外，由于疫情大流
行肆虐，经济增长有所下
调。是的，2021年第三季
度初，冠状病毒大流行在
印尼确实曾一度变得‘疯
狂’。迫使佐科威总统于
2021年7月3日在爪哇和巴
厘岛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

制措施(PPKM	Darurat)。不
久，爪哇-巴厘岛以外的地
区也紧随其后。”

紧急社区活动限制措
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即
减少冠状病毒大流行。然
而，由于经济活动暂停，
因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2021年第三季度期间，
消费者信心指数(IKK)总
是处于100以下。这意味
着，消费者对目前至未来
几个月的经济前景没有信
心。(xin)

【国际综合讯】据路透
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
日，美国制药公司默沙东
（Merck）正式向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FDA）申
请抗新冠病毒口服药物莫
努匹韦（Molnupi rav i r）
的紧急使用授权。一旦获
批，莫努匹韦有望成为全
球首款上市的抗新冠病毒
口服药物。

可将患者住院或死亡风
险降低约50%

公开资料显示，莫努
匹韦是一种针对冠状病
毒的小分子药物，属于
RNA聚合酶抑制剂。莫努
匹韦作为一款口服药物，
它的优势在于患者在家就
能服用。

据路透社报道，默沙
东此前披露，对轻度或
中度新冠肺炎患者开展
的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
相比，莫努匹韦可将患者

住院或死亡的风险降低约
50%。

路透社称，美国政府已
经和默沙东达成协议，如
果莫努匹韦获批，美国政
府将以700美元一疗程的
价格，采购170万疗程的
莫努匹韦。

默沙东预计在今年年底
前可以生产1000万疗程的
莫努匹韦。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将在数周内决定是
否批准莫努匹韦的紧急使
用权。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目前对新冠肺炎的治疗
手段都是在医院进行的，
由于药品管理等方面的难
度，这些治疗手段的应用
受限。莫努匹韦可以让患
者在家服用，这一点很有
价值。

据加拿大媒体CBC报
道，默沙东的临床试验结
果表明，莫努匹韦对目前

所有新冠病毒变异株都有
效，包括在多国肆虐的德
尔塔变异株。

美国贝勒医学院主治医
师里卡多·努伊拉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抗病毒口
服药的意义在于，人们感
染病毒后，在去医院接受
治疗之前可以先服药，防
止病情加重。

努伊拉认为，一旦莫
努匹韦获批，人们很快可
以见到这种药物，可以在
医生指导下从药房购买该
药，医生也将在门诊中使
用该药，将是人类对抗新
冠疫情的里程碑。

美国政府首席传染病
专家福奇（Dr	 Anthony	
Fauc i）在10月10日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一
种可以口服的抗新冠病毒
药物问世，肯定是一个巨
大的进步。

但福奇也指出，这绝

对不会让疫苗变得不重
要，“疫苗可以防止人们
感染新冠病毒，不感染肯
定要比感染后再去吃药更
好。”

福奇还谈到，美国日均
新增新冠疫情病例从上个月
的15万例，降到现今的9.5
万例，但“这依然很高，我
希望看到低于1万例，最好
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感恩节将至，福奇说，

只要扩大疫苗接种和遵守
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就可
放心到户外游玩，包括儿
童。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
霍广文伉俪基金精准医学
教授金冬雁接受新京报采
访时表示，口服抗病毒药
物对于人类抗击新冠疫
情有一定意义，但战胜
新冠疫情最终还是要靠
疫苗。

【雅加达综合讯】根据印
尼新冠病毒（COVID-19）

新增病例1233例 活跃病例20551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31046例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公布的最
新资料，10月12日至10月13
日，过去24小时，印尼国内
单日新增病例1,233例。截
至10月13日，全国累计病例
升至4,231,046例。过去24
小时，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8
例，累计死亡病人数142,881
例,死亡病率3.37%；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2,259例，全国累
计治愈患者已达4,067,684
例，治愈率96.13%。截至
10月13日，现有治疗中活跃

全球首款新冠口服药“Molnupiravir”有望上市

病例降至20,551例（0.48%
），病毒检测样本261,731
人，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
为0.47%，全国疑似患者为
424,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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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例，其次东爪
哇省新增121例，接着中爪
哇省新增116例，西爪哇省
新增93例，南苏省新60例，
苏北省新增55例,	巴厘岛新
增病例49例，西加省新增48
例，邦加勿里洞新增47例，
日惹特区新增43例，万丹
省新增34例，楠榜新增25
例，东加省新增25例，中
苏省新增25例，亚齐新增24
例，北加省新增24例，东努
省（NTT）新增23例，巴布
亚新增21例，苏西省新增19
例，廖内省新增19例，北苏
省新增14例，南加省新增12
例，西努省（NTB）新增11
例，苏南省新增8例，廖内
群岛新增8例，中加省新增
6例，西苏省新增6例，北
马露姑省新增5例，东南苏
省新增3例，马露姑省新增
3例，西巴布亚新增3例，
朋古鲁省新增2例，哥伦达
洛新增2例，占碑省新增1
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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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将准备国际级辩护律师

佐科威不畏惧印尼被告上WTO
【点滴新闻网】佐科威总统于13日通过

线上向第23届短期教育计划（PPSA）及

2021年第62届国防研究所正规教育计划

（PPRA）参与者致辞中表示，印尼不畏

惧被告上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

印尼禁止出口镍矿原矿物，我国将静观其

变，应对WTO的控诉，并将准备国际级

的辩护律师处理此案。

“ 我 国 禁 止 出 口 镍
矿物到欧盟，而可能面
临 被 告 上 W T O ， 我 们
不畏惧对WTO的起诉，
我国有权力处理好自然
资源并发展和利用原材
料。”佐科威总统如斯
阐述。

佐科威称，其实我们
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有权使用国家的自
然资源，包括在矿产和
煤炭（Minerba）方面。
因此，为应对WTO的控
诉，我国政府已严阵以
待。

此外，针对欧盟抵制
我国的棕榈油（CPO）
，我们可以利用CPO用于
化妆品、牛油和生物柴
油，发展下游工业。

众 所 周 知 ， 我 国 根
据矿产和煤炭的法令，
禁止出口镍矿，欧洲联

盟（UE）通过WTO正式
控诉印尼。向WTO控诉
之前，欧洲联盟已与印
尼进行多轮讨论会，但
是双边没有取得一致的
共识，欧洲联盟因此向
WTO控诉印尼，违反自
由贸易原则。（yus）

自由港冶炼厂
有望提供巨大附加值
经过漫长的等待，印尼自由港有限公司（Free-

port Indonesia）的铜矿石加工冶炼厂终于破土动
工。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预计将提供巨大附加
值的项目，当然还有利于加强国内产业。

1 0 月 1 2 日 ， 佐 科 威 总 统 在 东 爪 哇 锦 石 市
（Gresik）经济特区（KEK）为该冶炼厂的建设奠
基。总统强调，我国被列入世界上铜储量最大的七
个国家之列，因此希望这种潜力能为国民经济创造
最高的附加值和最大的效益。

佐科威说：“这是一项与铜矿业相关的战略政
策，我们控制了自由港公司51%的股份，当时我们
鼓励自由港建设国内冶炼厂，希望增加铜矿业的附
加值。”

据估计，这座冶炼厂在建设期间吸收多达40000
名工人。占地100公顷的印尼自由港冶炼厂将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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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表
示，该冶炼厂的建设已成为历史。40年来，自由港
冶炼厂的生产利润都是外方享有。他说：“今天是
历史性的，因为全部将在锦石生产。”

国企部长埃里克（Erick Thohir）表示，这家国
有公司的利润将倍增。去年的利润记录为10兆盾，
今年预计将达到40兆盾。冶炼厂的建设将耗资42
兆盾。

该冶炼厂用于提纯铜并生产铜阴极。此外，该
设施还将用于精炼贵金属，以生产金、银和其他贵
金属。埃里克说：“这样以后我们每年平均可以生
产35吨黄金，交易价值为30兆盾。”

由于疫情蔓延，其建设一度被推迟。最初，自
由港将与中国投资者青山钢铁公司合作，在Hal-
mahera东南部的Weda Bay修建一座冶炼厂。然
而，该合作并未继续，最终决定在Gresik修建。

我们当然赞赏这家冶炼厂的建设，因为长期以
来，我们一直希望我国所有矿产品都先在国内加
工。这期间都在国外加工，让外国公司中饱私囊，
而我们却承担巨大的损失，其中包括大规模采矿造
成的环境破坏。

除铜加工外，我们还有几家镍加工冶炼厂。据
政府说，仍有27家镍矿加工冶炼厂在建造中。政府
确实要求镍出口商在国内兴建加工设施，以增加其
附加值。

我国每年出口价值4亿美元的镍，其实若在国内
加工，其价值可能高出数倍。此外政府担心，如果
继续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开采，镍储量将越来越少，
并在未来10年内耗尽。

前些时候政府停止了镍矿出口，但是否真有
效，仍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印尼大学（UI）资
深经济学家费萨尔·巴斯利（Faisal Basri）提供的
信息称，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从印尼进口了
340万吨，价值为1.936亿美元或相当于2.8兆盾，
由此可知镍矿出口存在漏洞。

因此，在执行政府政策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
题。执法往往薄弱，国家继续遭到损失。

因此，锦石自由港冶炼厂建设的所有预期结果
仍然是最终结果如何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由于各
种原因，包括之前镍出口的偏差，政府政策的实施
往往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

【印尼CNN雅加达讯】
国营机场运营公司（PT.
Angkasa Pura I简称AP I）
为往返巴厘岛载客的航空
公司提供激励措施。能够
利用这激励措施的航空公
司不仅是国外航空公司，
也包括国内航空公司。

此举旨在支持巴厘岛
旅游业的复苏，并符合政
府从10月1 4日起允许外
国游客进入巴厘岛的新政
策。

AP I总裁法赫米（Faik 
F a hm i）周三（13/10）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说，希
望提供的激励措施能够减
轻航空公司重新开通前往
巴厘岛国际航线的负担。

AP I将给予航空公司
的奖励是着陆费的免除和
折扣。即2021年10月14
日至12月31日期间，AP 

I免收着陆费，2022年1月
1日至6月3 0日，着陆费
优惠50%。

条件是，第一，申请

国际航线奖励的航空公司
是航空运输商业实体和国
外空运公司。第二，纳入
奖励计划的航班是交通部
民航总局批准定期安排的
客运航班。

不 过 ， 法 赫 米 提 醒
说，这项奖励不适用于
货运、通用航空和包机
航 班 。 法 赫 米 说 ， 在
20 1 9年，巴厘岛伍拉莱
（Ngurah Rai）机场为全
球5 0多个城市提供航班
服务，其中包括仁川、迪
拜、多哈、成田（Na r -
i t a）、伊斯坦布尔、悉
尼、墨尔本等。国际旅
客甚至达到了13 8 0万人
次。（pl）

往返巴厘岛载客航空公司将获得奖励

AP I 以免收着陆费的形式为运送乘客往返巴厘岛的外国和
国内航空公司提供激励措施。

【Tempo.co 雅加达
讯】佐科威总统于20 2 1
年1 0月1 2日在东爪哇，
锦石(Gres ik)的爪哇综合
工业和港口地产(JIIPE)经
济特区，印尼自由港公司
(PTFI)冶炼厂建设举行奠
基仪式。

陪同佐科威的国营企业
部长埃里克.多希尔(Erick 
Thohir)在该场合称，该项
目投资额为42兆盾。

上述冶炼厂用于精炼
铜和生产阴极铜。除此之
外，该设施亦将用于提炼
贵金属以生产金，银和其
他贵金属。

埃里克通过Youtube 直
播说，“从此以后我们
可以平均每年生产3 5吨

黄金，其交易额为3 0兆
盾。”

在建设期间，该冶炼

厂项目预计将吸纳4万名
工人。埃里克说，“刚才
东爪哇省长Khofifah Indar 
Parawansa委托，如果能够
的话，大部分的工人来自
东爪哇，以致劳动力开放
的确定性也会出现。”

在同样的场合，佐科威
总统称，在我国控制了自由
港公司51%的股份后，兴建
这家国内冶炼厂是政府与铜
业相关的战略政策之一。

佐科威说，“这将对
国家提供增值，这也意味
着将对国家提供更高的收
入，然后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xin)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称

锦石自由港冶炼厂每年将生产35吨黄金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希尔

【印尼CNN新闻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虽距离2024年正副总统
选举还有一段很长的时
间，但是有意投入竞选
总统高位的政客及支持
者已经蠢蠢欲动了，纵
横捭阖，并开始运筹帷
幄谋划战策，赢得党内
支持和推举为2024年总
统候选人。近日政治动
作频繁的中爪哇省长甘
加尔•普拉诺沃（Gan-
jar Pranowo）的支持者
不理会中爪哇斗争民主
党（PDIP）地方理事会，
乃至PD I P中央理事会的
劝告，先睹为快宣布支
持甘加尔•普拉诺沃参
加2024年总统选举。众
所皆知，PD I P中央理事
会主席，现任国会议长
布安•马哈拉尼 (Puan 
Maharani) 也志在千里，
势在必得赢得党内提名
为 2 0 2 4 年正副总统候
选人，虽然民调支持度
远低于其他准候选人，
但是布安是斗争民主党
（PDIP）中央理事会总主

席美佳娃蒂•苏加诺普
特里(Megawati Soekar-
noputr i)的女儿，有近水
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在这种情形下，2021 
年 9 月 25 日，中爪哇
省普沃勒佐（Purwo re-
j o）县多名党•部宣布 
成立甘加尔竞选秘书处
（SGI）支持甘加尔竞选
2024年总统选举后，立
即引发中爪哇省PDIP地方
理事会的动荡。

中 爪 哇 P D I P 地 方 理
事会（DP D）主席班邦
（Bambang Wuryanto）
绰号Pacu l•，抢在PDIP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美佳
娃蒂之前宣布支持2024

年总统候选人人选的PDIP
干部已经违反党中央的
路线。

班 邦 上 周 六 （ 1 0 月
9 日 ） 在 中 爪 哇 苏 科
哈尔乔（S u k o h a r j o）
说：“PDIP 的格言是，
那些站在PDIP党中央路线
之外的干部不是公雄牛
（Banteng），而仅是一
群野猪（Celeng）。”

中爪哇省普沃勒佐县
PDIP地方理事会主席阿尔
贝图斯（Albertus Sum-
bogo）也不甘示弱，他反
驳说，中爪哇省的PDIP干
部当前在班邦的领导下
已成为一群阿谀奉承的
盲目跟随者，鸭子和鹦

鹉的心态，自己没有主
见。

中爪哇PD I P内讧越演
越烈，拥护Pacu l的中爪
哇PD I P副财务主管迪德
（Dede Indra Permana 
Soed i ro）要求阿尔伯图
斯遵守组织秩序，因为
唯一可以决定 2024 年总
统候选人的是PDIP中央理
事会总主席美佳娃蒂。

“野猪”这个词在社
交媒体爆红之后，普沃
勒佐县的 SGI 制作了
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好
斗的野猪阵营“Bar i s a n 
Celeng Berjuang”。 该
标志画上白色长牙的野
猪头。

与此同时，阿尔贝图
斯再次发表声明。 他认
为 Pacul向甘加尔支持者
使用野猪这一词，非常不
当。然而，据他说，野猪
这个词实际上或许更可
鼓励甘加尔支持者不屈不
挠，继续奋斗下去。“即
使被视为野猪，但是他们
仍然必须为了真相和良心
而继续奋斗，”阿尔贝图
斯总结说。（v）

佐科威总统于13日称，印尼为应对WTO的控诉准备就绪

【Ko n t a n日报雅加达
讯】有一个指标是，2021
年第三季度的民众消费出
现下降。7月至9月期间的
零售销售有所下降。出现
下降是在季度上或者是与
2020年的同期相比。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的零售销售调查结果显
示，2021年8月的实际销售
指数(IPR)为192.5，比上个
月的188.5上升2.1%。7月
份的实际销售指数录得环
比下降5%。

根据央行的调查，2021
年8月零售销售的增加离不
开实施社区活动限制措施
(PPKM)的宽松政策.这鼓励
了民众需求的增加，最终
推动各个地区的销售。

零部件及其配件的销售
额录得最高增幅，即环比增
长24.7%。不仅如此，服装
零售额环比增长2.5%和机
动车燃料环比增长8.5%。

虽然如此，在9月份的
零售销售预计稍有下降。9
月的实际销售指数估计为
190.3， 比上个月的下降
1.1%。甚至，大多数被调
查城市的零售销售都出现了

下降，其中泗水(Surabaya)
和雅加达的下降幅度最大。

央行通讯部组长Muha-
mad Nur 称，在某些组合中
似乎出现了下降。“例如
零部件及其配件比上季度
下降7.3%，和食品，饮料
及烟草组下降2.1%。”

随着这些发展，预计
20 2 1年第三季度的实际
销售指数比上一季度下降
13.2%，和比去年同期下
降2.3%。

Muhamad 补充称，“这
一下降与2021年7月和8月
期间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
制措施或4 级别社区活动
限制措施相一致。”

印尼零售企业家协会
(Aprindo)总主席Roy Ni-
cholas Mandey称，零售额
的下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首先，社区流动性的
宽松不均匀，主要是在爪
哇岛以外。

其次，9月份对税收规
则协调法草案(RUU HPP)
的密集讨论的情绪。这使
得消费者在购物时更加谨
慎。第三是波动的商品价
格。(xin)

抢先宣布支持甘加尔竞选2024年总统选举

中爪哇PDIP地方领导内部出现内讧

PDIP中爪哇一部分地方理事会宣布支持甘加尔•普拉诺
沃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

2021年第三季度零售销售低迷

Roy Nicholas Mandey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 第3版工商新闻 INDUSTRI

【安塔拉社泗水讯】
印尼工商会馆东爪省分会
向沙特阿拉伯兜揽在当地
的多个旅游区进行合作，
这符合于该国家将扩大在
各国投资的承诺。

印尼工商会馆东爪省
分会主席阿迪克（Ad i k 
Dwi Putranto）在泗水分
会办事处接见沙特阿拉伯
驻我国大使Esam A Abid 
Althagafi时表示，沙特阿
拉伯有机会拓展182个战
略项目，从基础设施、卫
生、清洁水、油气等等。

对于旅游业，工商会馆
兜揽苏民纳地区，因为该

地区拥有世界第二干净的
氧气含率。

“来自阿拉伯的大多数
游客到东爪省是为了进行
宗教旅游，而苏民纳地区
包括是宗教目的地之一。
在那儿也有相当独特的旅
游目的地，即世界上氧气
含率第二干净的地区，”
他补充说。

印尼工商会馆东爪省
分会亦兜揽在东爪省各种
战略项目的投资，这是在
201 9年第80号总统条例
规定有关加速锦石、邦卡
兰、莫佐克托、泗水、诗
都阿佐、拉蒙岸、布罗莫

火山地区、Tengg e r、塞
梅鲁火山地区、Selingkar 
Wilis，及南部通道地区经
济发展。

作为回报，按照计划，
东爪省企业家亦将在沙特
阿拉伯建设饮食实验室，
因为在那里的市场很好，
并且具有国际标准。

“为东爪省中小微型企
业开放在那儿的市场，我
们亦兜揽在物流部门的投
资，”他阐述。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
驻我国大使Esam A Abid 
Althagafi声称，沙特阿拉
伯有兴趣与东爪省企业家

在投资、贸易，及旅游业
领域建立合作。

他续称，目前沙特阿拉
伯承诺将扩大投资，因为
沙特阿拉伯具有2030年愿
景，沙特阿拉伯经济不仅
仅依赖油气领域。此外，
沙特阿拉伯亦计划种植
4000万棵树木。

“为此，我们开放向
所有国家各部门，包括投
资、贸易，及旅游业进行
投资的机会。由于印尼
具有相同宗教特征的国
家，在各个领域建立合
作的潜力很大，”他进
一步称。(vn)

【安塔拉社日惹讯】
工业部中小型和杂项工业总
局记载，在过去三年来，参
加德国法兰克福春季国际
消费品展览会－Ambien te
的我国中小型工业(IKM)手
工艺品的出口额每年平均增
加了99.5%。

工业部中小型和杂项工
业（IKMA）总局代理局长
雷妮（Reni Yanita）在日
惹主持工业部辅助的4家中
小型工业出口手工艺品的发
运仪式时说：“在过去三年
来，参加Ambiente展览会的
中小型工业的出口业绩每年
平均提升99.5%。”

上述4家公司是居家装饰
工艺品制造商，即Harmoni 
Jaya Kreasi公司、Industri 
Class ica l Var ias i公司、 
Pa l emc r a f t  Jog j a公司，
及Pandanus Internusa公司。

该4家公司是获工业部
协助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
举行的国际家具装饰工艺

品展览会—Ambiente，来
扩大中小型工业的市场准
入，以便能吸引其他国家
的外国买家。

根据工业部的数据，在
2019年参加Ambiente展览会
的8家参展商在展期间获得
销售额达到157万美元，展
后的出口额增至328万美元。

在2018年参展商在展期
间的销售额达到70万5200
美元，展后的出口额增至
120万美元。

“在2017年8家参展商
在展期间的销售额达到43
万9600美元，展后获得的
出口额增至95万美元，”
她阐述。

他阐明，工业部确实不
断支持提高中小型工业的竞
争力，以渗透出口市场，其
中之一是通过协助中小型手
工业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举行
的Ambiente展览会，来推广
国内手工艺品。

Ambiente展览会是国际

【 安 塔 拉 社 巴 厘
巴 板 讯】油 气 上 游 业
特 别 工 作 单 位 （ S K K 
Miga s）称，至2021年
9月份，我国石油和天
然气储量增加了5 . 2 1
亿桶，或达2021年增加
储备指标6 . 2 5亿桶的
83.3%。

SKK Migas规划部副
主任贝尼·鲁庇安达拉
（Benny Lubiantara）8
日在雅加达说：“SKK 
M i g a s估计，今年11月
的储量增幅将达指标的
134%，甚至于12月的
触及186%。”

鲁 庇 安 达 拉 进 一 步
阐明，若SKK Migas为
油气勘探承包商提议的
激 励 措 施 得 到 政 府 的
批准，可增加的储量将
超过指标6 . 2 5亿桶的
240%。

油气开采激励的主要
对象是位于东加省的老
油田运营商，因为平均
已达30年至40年，但仍
对我国可开采储量做出
显著贡献。

Pertamina Hulu Kalimantan 
T imu r（PHKT）运营的
油田总产量1. 4 9 5 0亿
桶、 P e r t a m i n a  H u l u 
Sangasanga（PHSS）运营
的油田自荷兰殖民时代
已经生产，目前总产量
2.7380亿桶。

接着是Jindi South 
Jambi B Co运营的
油田，总产量2. 3 3 6 0
亿 桶 ， 以 及 O p h i r 
I n d o n e s i a 在 中 加 省
北 巴 里 托 县 L a h a i 的
Bangkinai油田，总产量
1.5090亿桶。为油气开
采运营商提供的激励，

将使我国可开采的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增加9.38
亿桶。

“ 政 府 需 提 供 的 激
励 将 提 高 开 采 经 济 效
益，”他说。

鲁 庇 安 达 拉 续 说 ，
下一步是将加快炼气产
量，来实现2030年石油
日产量100万桶，以及天
然气日产量12MM s c f d 
（百万标准立方英尺/日） 
的指标。

2020年至2021年8月
对上游油气行业提供的
激励措施，为国家做出
了积极贡献，并提高了
国内工业的竞争力。 

对 上 游 油 气 企 业 提
供的激励，使他们更积
极提出油气田开发计划
（POD），以及更新探
明可采储量数据。

可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储量已增加4. 6 5 5 0亿
桶，以及国家收入大约
增加29亿美元，或折合
42兆盾是激励措施所产
生的积极影响。

鲁庇安达拉进一步透
露，油气上游业激励措
施鼓励上游油气企业增
加钻探和生产装置投资
额大约35亿美元，或折
合50兆盾。这些项目包
括88口开发井钻探、增
加15口注入井、重新钻
探32口井、实施扩边井
1口，以及生产设施安
装和建设。

“这些激励措施还提
高了我国上游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的竞争力，而
合作承包商的潜在收入
增加15亿美元，或折合
21.75兆盾，”鲁庇安
达拉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确保食糖和精制糖
原料供应充足。这符合有
关保证制糖业原料供应来
满足国内糖需求的20 2 1
年第3号工业部长条例的
规定。

除了保证食糖和工业用
糖原料的供应外，该法规
还确定了每个制糖厂的的
生产配额。

工业部农业工业总局执
行主任普杜·朱利（Pu t u 
Juli Ardika）昨日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说：“精
制糖厂将满足食品、饮料、
制药行业的需求，而甘蔗制
糖厂生产的食糖将使我国达
到食糖自给自足。此举避免
精制糖流入食糖市场，同时
确保农民的甘蔗销量和保护
农民的利益。”

工业部的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共有11座精制糖
厂，年产能力501万6000
吨。2020年的精制糖产量
达309万吨，而上一年的
304万吨，与2018年的269
万吨比较增长13%。

进一步，2021年国内对
精制糖需求量达300万吨
至320万吨。为提高国产
精制糖的附加价值，现有
的精制糖厂将粗糖加工成
精制糖而设计，同时粗糖
也是食品、饮料、制药产
业使用的原料。

2021年第3号工业部长
条例规定，精制糖不可加
工甘蔗或生产白砂糖。

国会第七委员会主席
苏庚（Supa rwo to）称，
国会致力于提高国民工
业领域的业绩，包括制
糖业在内。

“白糖包括精制糖是战
略商品之一，可满足工业
用户的需求，”他说。

苏庚续说，随着人口的
增加和工业领域的发展，
白糖消费量继续提升。

“国会还决心通过不断
优化国内生产力来抑制进
口，”他说。

Medan Sugar Industry 
（MSI）公司总经理英德拉
（Indra Suryanigrat）透露，
这座位于苏北省棉兰市的
制糖厂自2003年拥有初步
许可证。

到目前为止，公司向食
品、饮料、制药产业供应
精制糖，甚至通过合作社
满足中小型企业的需求。

MSI公司的制糖厂占地8
公顷，年产能力40万吨。

“公司将继续进行改
进以提高竞争力。除了满
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公
司看好出口市场。目前，
公司已获得4.5万吨的合
同，”英德拉说。

在支持可再生能源使
用方面，MSI公司利用棕
榈壳作为生物质发电厂的
燃料。

“公司的生物质发电厂
装机容量6兆瓦，而工厂的
运营需求大约3兆瓦，” 
他说。(er)

工业部确保

食糖和精制糖原料充足

工业部确保食糖和精制糖原料供应充足。

SKK Migas称至今年9月份

我国油气储量增加5.21亿桶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
机构（BKPM）主任巴赫利
（B a h l i l  L a h a d a l i a ）
周一（11日）在荷兰阿姆
斯特丹与De Heus Animal 
Nutr i t ion公司首席执行官
Koen de Heus进行会晤时，
讨论这项投资扩展计划。

巴赫利昨日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中称，
政府对De Heus的投资扩
展计划表示欢迎，并根
据现行法规，准备协助
投资者办理许可事宜和
财政奖励的程序，以及
确保动物饲料行业对原
材料的供应。

“政府还提醒De Heus
在落实投资计划，必须
与当地中小微型企业合

作。关于申办许可事宜
和奖励，投资部将鼎立
协助，”他说。

De Heus有计划在东中
爪省岩望（Pasuruan）工
业园区兴建动物饲料厂
和高科技屠宰场，投资
总额5000万美元。

巴赫利补充说，目前我
国正在巴布亚省开辟总面
积大约3万公顷的玉米种
植园，年产可达90万吨。

与此同时，De Heus
公司首席执行官Koen de 
Heu s对投资部/BKPM的
支持表示感谢。Koen de 
Heus 解释说，公司在东
爪省的投资项目是兴建
高科技动物饲料厂，并
采用与当地农民合作的

商业模式。
“鉴于对原材料的年

需求量大约50万吨至60
万吨，我希望印尼政府能
以适当的价格维持玉米价
格的平衡和玉米农民的福
利，” Koen de Heus说。

De Heus公司自2015年开
始在我国投资，从事动物医
药产品行业、动物食品浓缩

物行业、动物口粮行业。
根据投资部/BKPM的

数据，自2016年至2021年
第二季度，荷兰对我国的
投资总额达92亿美元，
并成为我国第五大投资
来源国。荷兰对我国的
投资项目总共有 7 6 0 8
项，带动10万8082人当
地劳动力就业。(er)

荷兰饲料业De Heus将投资5000万美元

扩展动物饲料厂和屠宰场

De Heus将在我国扩展动物饲料厂和高科技屠宰场工程。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荷兰动物饲料生

产商De Heus将在我国扩展动物饲料厂和

高科技屠宰场工程，投资5000万美元。

印尼工商会馆向沙特阿拉伯兜揽

在东爪省旅游领域建立合作

工业部中小型和杂项工业总局：

参加Ambiente展览IKM出口上升99.5%
手工艺品，特别是家居装
饰展览会之一，每年有96
个国家参展。

“ 工 业 部 通 过 中 小 型
和杂项工业总局定期参加
Ambiente展览会，但由于在
全球爆发大流行，今年我们
不参加该展览会，”她称。

“工业部中小型和杂项工
业总局计划，在2022年再将
与6家家中小型居家装饰工
艺业参加展览会，这是我们
第13次参展，”她补充称。

虽然如此，她对在新冠

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能够
继续出口产品的中小型手
工业表示赞赏。因此在这
次的出口活动，四家公司
把产品使用40英尺的28个
集装箱出口到德国、西班
牙、美国，及英国，出口
总额约为87亿盾。

“当然这是值得自豪的
成就，这表明了我国中小
型工业的能力不断增强，
及对全球市场，特别是欧
盟的渗透率不断提高，”
她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经
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
达托（Airlangga Hartarto）表
示，15个已经运营的经济
特区创造了2万3000个工作
岗位，并吸引了投资总额
64.4兆盾。

他在东爪省锦石经济特
区为印尼自由港公司冶炼厂
建设主持奠基仪式时向佐科
威总统报告说：“我们已拥
有19个经济特区，其中15个
经济特区已经开始运营，投
资额达64.4兆盾。上述投资
额来自150家公司，工人人
数已达到2万3000人，及出
口贡献已达到3.8兆盾。”

在2021年6月28日政府
通过202 1年第71号政府
法规制定锦石经济特区成

为建设自由港公司精炼和
加工厂的地点。上述面积
21 6 7公顷的经济特区定
下指标，能够在首五年吸
引投资额71兆盾。

该锦石经济特区的主要
活动包括金属工业（冶炼
厂）、电子工业、化学工
业，及能源和物流工业。

印尼自由港公司是锦
石经济特区的主要租户，
为建设冶炼厂所投资的资
金达到42兆盾，该冶炼厂
每年将能够加工170万吨
铜精矿，这是世界上最大
的单线产能。

“这当然会对我国出
口额，或者进口替代价
值做出积极贡献，”他
进一步称。 (vn)

经济统筹部长称15个运营经济特区 

创造2.3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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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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1	 BYAN	 29000	 28300	 700	 -2.41	%	 54600	 1553427
	 2	 ARTO	 12700	 12250	 450	 -3.54	%	 24931700	 307428782
	 3	 IBST	 7375	 7000	 375	 -5.08	%	 1600	 11935
	 4	 PTSP	 4900	 4600	 300	 -6.12	%	 900	 4125
	 5	 JECC	 6150	 5925	 225	 -3.66	%	 400	 2415
	 6	 EDGE	 25175	 24975	 200	 -0.79	%	 13300	 332287
	 7	 SLIS	 3000	 2810	 190	 -6.33	%	 692700	 1983352
	 8	 ASSA	 3970	 3780	 190	 -4.79	%	 17288400	 65687724
	 9	 BANK	 2600	 2420	 180	 -6.92	%	 40527100	 99068332
	10	 TGKA	 7200	 7025	 175	 -2.43	%	 2900	 20655

	 1	 DCII	 45000	 46925	 1925	 4.28	%	 11600	 539510
	 2	 GGRM	 33275	 34525	 1250	 3.76	%	 1070100	 36593122
	 3	 INTP	 10300	 10925	 625	 6.07	%	 7033000	 75315582
	 4	 ASII	 5875	 6275	 400	 6.81	%	 143652900	 884851237
	 5	 SMGR	 7925	 8300	 375	 4.73	%	 36422900	 299956657
	 6	 MLBI	 8575	 8925	 350	 4.08	%	 105900	 922120
	 7	 SILO	 8650	 9000	 350	 4.05	%	 352200	 3169117
	 8	 UNVR	 4930	 5250	 320	 6.49	%	 101550600	 514849682
	 9	 TECH	 7700	 8000	 300	 3.90	%	 1987200	 15370160
	10	 BBNI	 6400	 6675	 275	 4.30	%	 148891900	 988818505

一些资本市场观察家认为

数字银行股仍是投资者的首选

简讯

投资者静候美国通胀数据以研判美联储政策走向
金价持稳

美元和美国公债收益率略有回落
带来支撑，金价周三持稳。投资者等
待美国通胀数据以研判美联储的政策
正常化路径。

0526GMT，现货金涨0.1%至每
盎司1,760.91美元，美国期金上涨
0.1%至1,761.10美元。

美元指数下跌0.2%，上日曾创下
一年多来的新高。

现货白银上涨 0 . 6 %至每盎司
22.66美元，铂金持平于1,007.56
美元，钯金上涨0.1%至2,046.52美
元。

市场忧心经济增长下滑将冲击需求
油价下跌

因人们担心随着主要经济体苦于
应对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石油需
求增长将下降，不过煤炭和天然气等
发电燃料的价格飙升限制油价跌势，
油价周三下跌。

0502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
0.11美元，或0.1%，至每桶83.31
美元，延续周二下跌0.23美元走势。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下
跌0.11美元，至每桶80.53美元，周
二上涨了0.12美元。

GDP数据无碍升息预期
英镑/美元守于1.36上方

英国8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
略低于预期，但交易员认为这并不足
以影响对英国央行升息的预期，英镑
周三微升。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英国8月GDP
增长0.4%，距离2020年2月时的经济
规模只短差0.8%。路透调查的受访
分析师原预测8月GDP增长0.5%。

美国股市收低
投资者在第三季财报公布前愈发

紧张，但特斯拉跃升帮助支撑市场，
美国股市周二收低，尾盘延续跌势。

道琼斯工业指数跌11 7 . 7 2点，
或0.34%，报34,378.34点；标普
500指数跌10.54点，或0.24%，报
4,350.65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0.28
点，或0.14%，报14,465.93点。

日本股市收跌
投资者正在等待当天晚些时候公

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而
百货公司运营商J.Front Retailing在
经济有望重启的环境下公布了较正面
的财报，带动同类股票上涨，日本股
市周三下跌。

日 经 指 数 下 滑 0 . 3 2 % ， 收 于
28,140.28点，东证股价指数下跌
0.45%，至1,97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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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76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3.	2021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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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5.50	 14285.50	 14145.92	 14288.09

新币	 SGD	 10422.82	 10542.82	 10427.48	 10535.39

港币	 HKD	 1805.98	 1845.98	 1817.82	 1836.19

日元	 JPY	 123.48	 127.08	 124.73	 126.02

欧元	 EUR	 16290.24	 16550.24	 16349.85	 16519.89

澳元	 AUD	 10320.46	 10560.46	 10414.23	 10521.75

英镑	 GBP	 19200.44	 19500.44	 19234.21	 19428.94

人民币	 CNY											2163.52	 2253.52	 2190.79	 2213.11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13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25.000		盾卖出	4.35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50.000	盾卖出		 8.65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8140.28		 跌	 90.32

韩国综合	 2944.41	 涨	 28.03

香港恒生	 24962.59	 --	 0.00

上海综合	 3561.76		 涨	 14.83

欧股

英国FTSE	 7116.15		 跌	 14.08

德国DAX	 15257.63		 涨	110.76

法国CAC	 6562.01		 涨	 13.90

荷兰AEX	 776.50		 涨	 5.03

Http://tw.stock.yahoo.com	13/10/2021	16:43

美股

道琼工业	 34378.34		 跌	 117.76

那斯达克	 14465.92		 跌	 20.28

S&P	500	 4350.65		 跌	 10.54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12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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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6.90	 0.78

	 960.51	 1.47

	 573.69	 0.27	

	 1053.91	 -1.25	

	 1154.08	 0.44	

	 1133.04	 2.26	

	 726.17	 1.75	

	 830.18	 -0.73	

	 1350.40	 0.41	

	 1483.28	 0.75	

	 853.67	 0.22	

	 8706.91	 -0.59	

	 976.86	 -0.3	

综合指数

LQ45

J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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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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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CYC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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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其中，Jago数字银行
（PT Bank Jago Tbk，
股代号ARTO）的股票
终于能走出压力。周二
（12/10），ARTO股票
收盘上涨2.83% 至1
万2700盾的水平，交易
价值为5420 亿盾，其
中外国投资者在所有市
场净购559.3 亿盾。其
中，议价市场（nego-
tiation market）的交易
达247.1 亿盾。

据Hans周三（13/10

）在雅加达的一份声明
中称，Jago银行股价的
走强打破过去一个月价
格下跌的周期。当生产
煤炭、棕榈原油(CPO) 
和大银行的上市公司都
攀升时，Jago银行的股
票已从9月底的 16000
盾跌至12300盾。

Hans继续说，该走强
是因为Jago银行的股票
已进入超卖阶段。众所
周知，由于股票的迅速
抛售，尤其是外国投资

者的抛售，Jago银行的
股价最近大幅走弱。

他说：“当抛售压
力消退后，投资者开始
回购该股票”。

此外，Hans补充说，
由于商品部门的兴起，
外国投资者最近倾向于
进入传统银行。从投资
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只
有传统银行向商品部门
发放最多的贷款，而不
是数字银行。因此，当
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时，
投资者认为大银行会获
得盈利。

这种现象解释为什
么投资者从在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
期间享受股价上涨的上
市公司（例如制药、科
技和数字银行）中获利

了结。之后，他们通过
乘以大宗商品股、消费
股和大型银行股来轮换
投资组合。

然而，Hans认为这
种情况是暂时性的。投
资者仍然对数字银行股
寄予厚望，但更具选择
性。具有完全数字化地
位并与生态系统整合的
银行被认为再次成为首
选。

MNC证券公司分析
师 Herditya Wicaksana
称，从技术上讲，Jago
银行的股票显示出逆转
迹象。

Herditya 说：“未
来，我们预计短期内
仍容易出现回调。Jago
银行的股票将首先测
试1万2700盾水平。但

是，如果它能够保持
在12575盾以上作为支
撑，则ARTO股就有机
会再次加强”。

此 外 ， 市 场 商 家
认为Jago银行股目前
的 价 格 远 低 于 R i b -
bit Capital公司在宣布
投资Jago 时的购买价
格。投资者认为Jago
银行股值得收藏，因
为它已成为像R i b b i t 
这样的大投资者的投
资组合，众所周知，
该公司在做估值时非
常敏锐。

未来，预测Jago银
行的股票仍有很大的再
次走强空间。触发因素
是将于10 月底发布的
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
数据。（asp）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Ekuator Swarna 

Investama证券公司董事经理Hans Kwee认

为，尽管过去一个月随着大宗商品价格

的上涨，数字银行股票一直面临压力，

但数字银行股票仍是投资者的首先。

【 本 报 讯 】 周 三
（13/10）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升
30.68点或0.47%，至
6516.94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上升50.637
点或0. 7 8%，报收于
6536.904点。 LQ-45指
数上升13.9点或1.47%
，报960.509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香港指数休市；日本指数
下落90.33点或-0.32%
，报28140.28：上海指数
上升14.83点或0.42%，
报3561.76；海峡时报指
数上升44.37点或1.43%
，报3156.42。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52万3277次，有
288亿33300006份股票
易手，总值17兆7908亿
2769万6480盾。涨价的
股有197种，落价的股有
316种，240份持平。

外资净购1兆2055亿
1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DCII（印尼DCI股）
涨价1925盾，现价4万
6925盾；GGRM(盐仓香
烟公司股)涨价1250盾，
现价3万4525盾；INTP（
印多水泥公司股）涨
价625盾，现价10925
盾；ASII(国际阿斯特拉
公司股)涨价400盾，现
价627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YAN（Bayan能源公
司股）落价700盾，现价
2万8300盾；ARTO（Jago
银行股）落价450盾，现
价1万2250盾；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
落价375盾，现价700 0
盾；PTSP（Pioneerindo股）
落价300盾，现价4600盾。

盾币增值1盾
周三，雅加达银行

间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217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值14218盾，盾币
增值1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50点至6536.904点

1美元兑14217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印尼政策研究中心 
(CIPS) 研究员托马斯
（Thomas Dewaranu）
称，可以通过提高公众
的金融知识技能来提高
数字金融交易的安全
性，以便他们成为精明
的消费者。

周二（12/10）托马
斯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
书面声明中表示，由于
冠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而加速的数字
金融交易的增加必须伴
随着足够的金融知识技
能，这样才能使消费者
受益。

托马斯说：“我国
数字金融交易的增加无
疑给投资者带来新鲜空
气，因为这有可能吸引
他们以投资在我国的公
司，包括在资金形式和
基于技术和通讯公司的
形式进行投资。但是，

消费者需要具备知识能
力。以致这笔交易对他
们有利”。

据他说，如果没有
足够的金融知识，消费
者将被困在金融科技贷
款中，还可能遭遇个人
数据泄露。

根 据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 O J K ） 的 数
据，201 9年我国的金
融知识水平仅达3 8%
，这表明消费者对理财
的理解和技能还不够充
分。

该数字低于全国金
融包容性水平的76%，
这表明我国的许多民众
可获得数字金融服务，
例如银行、保险和小额
信贷机构。

此外，我国数字金
融交易潜力大有可为，
并将继续增加。根据
202 0年谷歌、淡马锡
和贝恩（B a i n）的数

据，2025 年我国通过
数字平台购买的累计价
值将达1240 亿美元。

托马斯表示，进入
印尼的外国投资不应被
视为可能威胁国内经济
的负面事物，而是可
以产生积极影响，因为
除了鼓励宏观经济增长
外，它还可以创造就业
机会，间接减少失业和
贫困。

“还需要加强消费
者保护工作，以支持数
字经济的增长。政府需
要修改关于消费者保护
的1999年第8号法律，
因为该法律没有将数字
经济生态系统纳入其
中，”托马斯说。

他表示，涉及服务
提供商与消费者的数字
经济活动需要与消费者
保护相关的法律保护
伞，以增加消费者对交
易的信任。（asp）

CIPS 研究人员表示

足够的知识确保数字金融交易安全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讯】经济改革中心
（CORE）经济学家Yu-
suf Rendi Manilet预
计，2021 年第四季度
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3.0% 至4.5% 左右，
或低于2021年第二季度
的7.07%。

周 二 （ 1 2 / 1 0 ）
他 在 雅 加 达 对 记 者
说：“如果看到直到
9 月份，一些地区的
社区活动限制措施的
状态已下降，这只是
我们从以前放松限制
的经验中了解到，放
宽限制后到经济反弹
之前需要等待一段时
间，至少与限制实施
之前状况一样”。

从2 0 2 1年 8月的一

些宏观经济指标可以
看出这种放缓。Yusu f
称，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IKK）仍处于悲
观水平，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仍处于收缩
水平，通货膨胀也比较
低。

虽然如此，他说，
政府需要在冠状病毒
（COVID-19 ）阳性病
例中保持下降趋势，以
便可以重新开放更多的
商业活动，从而促进经
济增长。

Yusuf还认为，2021
年经济增长也将受到政
府如何鼓励2021年第四
季度经济复苏的影响。
他继续说，2021年第四
季度，政府还需要应对
第三波冠状病毒疫情的

传播。
他补充说：“我认

为这可能会发生，特别
是在一些邻国，例如新
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
例如中国，刚刚经历冠
状病毒的新变种的新一
波传播。所以这当然需
要要小心”。

此外，除Delta 变种
外，冠状病毒的新变
种也开始出现。Yusu f
称，政府需要加强对进
入印尼国际港口和机场
的人员的监管。

他说：“然后，政
府还需要鼓励更大的能
力，尽早预测受冠状病
毒疫情影响的个人，加
快疫苗接种过程，并确
保执法和卫生规程的执
行。”（asp）

CORE经济学家预计

2021年第四季度经济将增长3%至4.5%范围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 第5版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日前，GTS Interna-
s iona l公司经理丹顿.威
多多（Dandun Widodo）
披露，公司底线（bottom 
line）预计将会改善，与
此前于2020年10年合同
到期的Ekaputra 1轮船收
入一度减少后，如今已
有新的收入。“从2021
年4月至12月，有非常密
集的工作，因此，将推
动工作直至年底，以致
底线肯定将会良好。”

虽 然 如 此 ， 丹 顿 声
称，今年的底线业绩并
不会如2020年一样高。
因为去年，GTS Inter-
nasional公司的净利增幅
已非常高，即同比达到
52%，或从1067万美元
成为1621万美元。

除此之外，GTS In-
t e r n a s i o n a l公司也还未

积极提高效率，因为仍
为北苏拉威西Amu r a n g
的浮式储油设备租赁轮
船，以致，经费仍相当
高。“因此，今年的实
际底线有可能将比去年
稍微降低。”

与 此 同 时 ， 从 顶 线
（top line）方面，GTS 
I n t e r n a s i o n a l 公司预
计， 2 0 2 1 年收入将于
2 0 2 0年实际收入3 1 3 3
万美元相同，因为我国
经 济 仍 受 到 新 冠 疫 情
（covid-19）的影响。

一度没出租的 E k a -
putra 1轮船也影响GTS 
Internasional公司今年的
收入。为此，俾能使收
入至少与去年相同，如
今，GTS Internasional公
司正在寻找不用现货租
赁（spot charter）而使

用定期租赁（time char-
t e r）计划的租赁者，因
为定期租赁计划更能提
供稳定的收入。

以 定 期 租 赁 计 划 ，
租赁费是每日收入的，
不管轮船使用与否。“
举例，租用1年，则在1
年内每日将有收入租赁
费，使用轮船与否，那
是随便他们，为此，我
们将为Ekaputra 1寻找定
期租赁者。”

而 如 果 使 用 现 货 租
赁，则当轮船使用时才

接收租赁费。举例使用
轮船从Bontang向雅加达
运载液化天然气，来回
费时11天，则GTS Inter-
nasional公司仅收到该期
间的租赁费。

丹 顿 声 称 ， 目
前，Eka p u t r a  1有潜力
接到短期合同，将在今
年 1 0 月 开 始 。 除 此 之
外， 2 0 2 2 年 初 ， G T S 
I n t e r n a s i o n a l 公司也
有 可 能 获 得 新 合 同 ，
如 今 正 在 与 潜 在 租 赁
者洽谈中。 ( s l )

【Bisn is雅加达讯】面
粉价格将逐渐上涨直到
2022年4月。这是由于小
麦生产国的生产量受阻，
生产商对进口小麦价格更
高做出的反应。

日前，印尼面粉生产企
业协会（Aptindo）总主席
弗朗西斯.威利郎（Francis-
cus Welirang）解释说，自
今年初，世界的商品价格上
升，包括小麦价格在内。

因出口国家受到气候影
响，造成生产量降低的报
告之后，该小麦价格则走
高。“由于北半球的气候
受到干扰，造成小麦的生
产量降低，特别是影响到
加拿大、美国和俄国的产
量降低。”

弗朗西斯声称，因为生
产量降低情形，生产国决
定限制出口，其中之一是
俄国决定课以出口税。与
此同时，预测加拿大和美
国生产量降低至30%。“
因此，自今年初，世界小
麦价格平均上涨大约40%
，自然而然面粉价格受到
影响，因生产费占小麦至
82%的份额。”

根据印尼面粉生产企业
协会记载，面粉价格已从1
月至今逐阶段提高，主要
是高蛋白（protein tinggi）
和多用途面粉（terigu ser-
baguna）已提高6%，而低
蛋白面粉已提高15%。 

预测至2022年4月或是
5月，市场上的面粉价格
将达到最高水平，将保持
直至2022年9月。价格情
况将看明年的小麦收成预
测。“当然，这已成为印
尼面粉生产企业协会成员

和以面粉为基础的工业，
明年面对的挑战。”

与此同时，根据20 2 1
年10月7日，粮农组织供
应和需求简报（FAO Ce-
real Supply and Demand 
B r i e f）公布，2021年的
谷物生产量（包括大米在
内）达到28亿吨，比2020
年提高 1 . 1 %，虽然如
此，生产状况仍比需求更
低，以致，储备的存货有
短缺的趋势。

粮农组织预测，小麦生
产量达到7.767亿吨或比此

前的生产量更多720万吨。
虽然如此，如中国的大

消费者供饲料生产用途的小

麦需求提高，而加拿大和俄
国的生产量更低情况，将造
成供应更紧缩。(sl)

【本报讯】蜡染工匠必
须朝向并瞄准中层阶级市
场，这领域的市场很大，以
致可以支持传统蜡染工业的
生存，并扩展得更大。 

Lakon Indonesia创始人
Thresia Mareta称，为帮助
蜡染工匠能够增长，他们
需要更大的市场，而中层
阶级是最大的市场。 

“若仅有高层市场，不
可能支持蜡染工匠，尤其
印花巴泽布(batik cap)。” 

她说，中层阶级市场是
最适合为蜡染工匠成功扩
大的市场。

Lakon Indonesia已从
2019年与传统蜡染工匠进
行合作，尤其在日惹、北
加浪岸（Pekalongan）、
梭罗、古杜斯（Kudus）、

三宝垄等。
不仅为工匠辅导，及

邀请工匠专业地合作，
也帮助推动工匠的经济
齿轮。Lakon Indonesia帮
助技术性转型，指导如何
更正确的工作和制造的方
法，以致他们的作品可以
更好发展。

2021年10月9日，传统
工匠成功展示150件最新
服装，即巴泽、彩虹布
(jumputan)，和条纹编织
(tenun lurik)，采用非常
合适印尼热带气候的天
然纤维材料，在中爪省
Prambanan寺庙区举行题
为“Gantari”的展览。

她说，Lakon Indo-Lakon Indo-
n e s i a、旅游和创意经济
部，和雅加达时尚美食节

(JFFF)进行合作，为庆祝
全国蜡染日。 

这个展览会有旅游和创
意经济部长Sandiaga Uno 
出席，“Gantari”是继去
年11月15日在雅加达SCBD

区域以“Pakaiankoe”为主
题的展出。“这段旅程是
讲述Lakon Indonesia蜕变的
故事。为挖掘文化和传统
中的作用，并保持代代相
传的基本原则。(lcm)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综 合 货 物 运 输 和
物 流 企 业 ， S a m u d e r a 
Indonesia(SMDR)公司表乐观
2021年能获得积极的业绩。

Samudera Indonesia
公司总经理Bani Maulana 
Mu l i a称，公司2021年结
账时将获得良好的业绩持
乐观态度。

这可从Samudera In-
d o n e s i a公司记录的业绩
比去年更好看出。“我们
将在20 2 1年剩下的三个
月持续争取的增长机遇，
我们表乐观可以获得很好
的成绩。”

至今年中旬，Samudera 
Indonesia公司已获得收入2
亿7408万美元，或比去年
同期收入2亿4765万美元
增长10.67%。

收入提高也推动净利达
2363万美元，而Samudera 
Indonesia公司在去年上半
年的净利仅492万美元。

他补充说，Samu d e r a 
I n d o n e s i a公司业绩提高
是由于运输量和需求量
持续上升，尤其在集装
箱运输，随着经济状况
开始复苏。

根 据 K o n t a n 记
录，Samudera Indonesia公
司计划将增加6艘新集装

箱运输船，吞吐量1900标
准箱(TEUs)至2000TEUs。
至今，Samudera Indonesia
公司仍在船舶订单洽谈阶
段，但定下指标2022年至
2024年可以运营。

为一艘船舶投资总额
达到4000万美元至5000
万美元。

不仅增加集装箱运输
船，Samudera Indonesia公
司将增加散货船，以巴拿
马旗散货船(post panama 
bulk carrier)以容量91000
净吨位(DWT)。

Samudera Indonesia公
司正在完成购船交易，价
格13 0 0万美元，并已于
2021年9月初运营。

通过继续进行扩大， 
Samudera Indonesia公司
2021年表乐观能获得5亿
美元。2020年Samud e r a 
I n d o n e s i a公司已获收入
4.9亿美元。

有关资本开支，此前
Samudera Indonesia公司
2021年拨出5000万美元资
本开支。但是，他们修订
资本开支成为1.7亿美元。

这项2700万美元资本开支
使用在船舶、操作设备等。
以致若有剩余， Samude r a 
Indonesia 公司将把这项预算
转为2022年。(lcm)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Salim Ivomas 
Pratama（SIMP）公司评
估，棕榈原油（CPO）
价格上涨将对公司业绩
代 理 良 好 的 影 响 。 但
Salim Ivomas Pratama公
司也谨慎棕榈原油价格
飙升将对下游领域的衍
生产品造成的影响。

日前，Salim Ivo-Salim Ivo-
mas Pratama公司经理苏
艾米.苏里亚迪（Suaimi 
S u r i a d y）表示，基本
上，棕榈原油价格上涨
趋势，将对各种衍生产
品造成价格影响。Salim 
Ivomas Pratama公司生产
的人造黄油（margarin）
和食用油也不例外。“
目前，棕榈原油价格发
展趋于提高，虽然有特
定时刻稍微降低。”

如 此 一 来 ， S a l i m 
Ivomas Pratama公司
生 产 的 人 造 黄 油 和 食
用 油 价 格 ， 当 然 也 受
推 动 提 高 ， 虽 然 没 有
详述，Salim Ivomas 
Pra tama公司声明，在9
个月内，已7次调高上述
产品价格。“因为原料
价格因素，几乎每3个月
调高1次价格。”

须知，Salim Ivo-Salim Ivo-
mas Pratama公司生产
Bimol i品牌，Del ima品
牌和Happy Soya Oil品
牌的食用油，也生产数
种品牌的人造黄油和起

酥油（sho r t e n i n g），
如Pa lm i a，Ama n d a和
Simas品牌。截至2021
年上半年，Salim Ivo-Salim Ivo-
mas Pratama公司的生物
油和棕油销售同比增长
35%成为7.46兆盾。

2 0 2 1 年 上 半
年，S a l i m  I v o m a s 
Pratama公司的销售总额
同比提高30%成为8.95
兆盾。该公司也获得净
利21 9 0亿盾，20 2 0年
上半年，Salim Ivomas 
Pratama公司曾一度亏损
3010亿盾。

从运作方面，2 0 2 1
年上半年，Salim Ivo-Salim Ivo-
mas Pratama公司棕榈
原油产量同比下降1%
成为3 4万5 0 0 0吨，与
此同时，Salim Ivomas 
P r a t am a公司的棕榈原
油销售量也比去年同期
下降1%成为34万3000
吨。

苏艾米声称，公司已
定下指标，今年，不论
是棕榈原油生产方面或
者是销售方面都能增长
大约5%。Salim Ivomas 
Pratama公司也对棕榈老
树实施重新种植（re-r e-
planting）措施。

除 此 之 外 ， 明
年，Salim Ivomas Pratama
公司计划，将增加炼油厂
的数种设备，这是为预期
对棕榈原油产品或者衍生
产品的高需求。(sl)

租赁船获新收入后

GTSI乐观今年可获得盈余

图为 GTS Internasional（GTSI）公司的Jawa Satu浮式储油设
备（FSRU）轮船。

【Kontan雅加达讯】液化天然气运载企

业，GTS Internasional（GTSI）公司乐观

表示，至2021年底，将能获得盈余。鉴

于截至2021年5月，GTS Internasional公

司仍亏损66万981美元，而2020年同期，

该公司仍获得528万美元盈余。

蜡染工匠瞄准中层阶级 扩大传统蜡染工业

2021年10月9日，在中爪省Pram b a n a n寺庙区举行题
为“Gantari”的展出，模特儿展示传统蜡染工匠的一系列
时装。

小麦价格昂贵 面粉价格将上涨至明年4月

小麦和面粉。

SMDR定下指标

今年收入可达到5亿美元

在雅加达丹绒不录港口第三码头的工人正在装卸集装箱。

SIMP评棕油价格飙升

致食用油和人造黄油价上涨

Salim Ivomas Pratama（SIMP）公司棕榈园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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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名外国人在2020
年入境印尼，居住在西
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
他俩从2020年11月开始
走遍东爪哇各地，他俩
和另两个人合伙作案。
他们在岩望市苏尔坦·
阿贡路自动取款机上安
装读卡设备。有很多银
行客户经常使用这台自
动取款机。

从2021年6月26日至7
月31日，总共有29名银
行客户的存款被盗取。

接到受害者报警后，警
方展开调查，10月2日在
泗水市抓到该两名保加
利亚人。

本 周 二 ， 岩 望 市 警
察局长阿尔曼说：“我
们正在追捕另两个嫌疑
犯。这是我们第一次破
获这种案件。”

该两名保加利亚人在
自动取款机按钮上面安装
摄像头窃取密码和在插卡
口安装读卡设备窃取银行
卡信息。他们把窃取到的

银行卡信息和密码传给人
在保加利亚的同伙，然后
写入空白卡上。

警方从嫌疑犯手中缴
获读卡设备银行卡三张、

空白卡1 8 6张、存折两
本、手机5部、手提电脑
两台、汽车两辆和护照两
本。两名嫌疑犯面临最高
8年有期徒刑。(cx)

【 i N e w s新闻网讯】
印尼国家总警长里斯迪奥·
希基特·帕拉波沃对下级
下达命令严打非法P2P网
络借款平台。希基特称，
佐科威总统已经亲自指
示，总统对从事非法网络
高利借款活动的恶势力犯
罪团伙基于特别关注。

本周二，希基特说：“
非法网络放高利贷犯罪团
伙猖狂，已经有很多人成
为受害者，需要采取特殊
措施严打他们。”

疫情期间，有很多缺钱
的民众在非法网络借款平台
借钱，若逾期或无法偿还，
个人信息就会被泄露。

希基特说：“很多借款

人因未还遭到恐吓威胁，
甚至有一些借款人因利
息越来越高更加还不起
而自杀。”

截至2021年10月，国家
警察接到370起与非法网
络借款平台有关的案件，
其中91起已结案。

因此，希基特要求下级
向民众宣传非法网络借款
平台危害和在社交网络上
展开巡逻，也敦促部门或
机构加强对网络借款平台
的监管。

国家警察与金融服务监
管局、印尼央行、通信与
信息技术部、合作社与中
小微型企业部合作严打非
法P2P网络借款平台。(cx)

【 t r i b u n 新闻网讯】
本 周一早上，西爪哇勿
加西县卡朗巴哈吉亚镇卡
朗安亚尔村Ka r a n g a n y a r 
Residence住宅区一位名字
叫拉斯多·阿普安的38岁
男子被邻居用斧头砍伤。
这个邻居怀疑拉斯多盗用
他的WiFi密码。

本周二，拉斯多在家里
对记者说：“我有开店，
我和老婆每天都忙着送矿
泉水和煤气罐，没有空闲
时间，怎么可能会偷用邻
居的WiFi，连自家的WiFi
都很少用。我是一个生意
人，哪里懂得破解WiFi密
码。我家不在他家WiFi覆
盖范围内。他家的WiFi是
无限，费用一个月是15万

盾。如果说WiFi因被我偷
用而缓慢，这怎么可能，
我自己也有WiFi啊。”

拉斯多的头部左边被砍
伤缝了8针。

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
频显示，该6 0岁老汉骑
摩托车来到拉斯多家，他
从摩托车座椅下拿出一把
斧头，两人发生口角，老
汉把篱笆门打开冲进去，
拉斯多手里拿着一把扫把
和老汉打了起来。拉斯多
的头部被砍伤，他大喊救
命。听到救命的居民纷纷
跑来，老汉见状后想要逃
离现场，被居民追着跑。
老汉把摩托车留在现场。

拉斯多被居民送到医院治
疗，然后向警方报警。(cx)

【liputan6新闻网讯】
从9月22日至10月10日，
雅加达警察厅一般刑案
调查分局在雅茅德丹勿
（Jabodetabek）地区抓

到84名劫匪。
本周二，雅加达警察

厅 公 关 主 任 尤 斯 理 ·
尤 努 斯 说 ： “ 我 们 在
这两个星期内抓到84个

犯罪嫌疑人，还在追捕
3人。”

尤 斯 理 阐 释 ， 在 这
两周内雅加达犯罪率降
至18%。一般刑案调查

分局破获的犯罪案件数
量上升，破获了52起案
件，缴获许多涉案物品
比如手枪、利器、车辆
和手机。(cx)

【tr i b un新闻网讯】西
爪哇牙律县一名女子报警
说自己被劫匪抢走了13亿
盾现金。这位31岁女子说
谎，最终被警方识破，已
被拘留。此外，一位39岁
男子也被警方拘捕，他和
该女子是一伙的。

本周一，牙律县警察局
长威尔兰托·哈迪扎克索诺
说：“我们识破嫌疑犯在说
谎，谎说自己被抢劫。他们

两个深陷债务泥潭，为了脱
身伪装自己被抢劫。”

上周五，该女子向警
方报警说在芝苏鲁潘-芝
卡彰路被三名歹徒抢走里
面装有大量现金的背包和
摩托车。她还假装哭得歇
斯底里，被送到民间诊疗
所，这让警方无法对她进
行问话。

该两名嫌疑犯将面临最
高7年有期徒刑。(cx)

ATM机上安装读卡设备盗取客户存款

两名保加利亚人被岩望市警方抓捕

这两名保加利亚男子盗取银行客户存款被抓到。

【罗盘新闻网讯】东爪哇岩望市警方抓

捕两名保加利亚籍男子，他俩在自动取款

机上安装读卡设备窃取客户的银行卡信息

和密码，有29名银行客户成为受害者，

被盗取4亿9300万盾存款。

非法网络借款平台猖狂 

国家总警长下令严打

怀疑邻居盗用自家WiFi

勿加西老汉用斧头砍伤对方

拉斯多的头部被砍伤。（图片来源于《城市新闻》） 

【kumparan新闻网讯】
南苏拉威西省东鲁勿县三
名姐妹疑被父亲强奸案，
警方继续深入调查。本周
二，国家警察新闻发言人
鲁斯迪·哈尔托诺称警方
有了新发现，如下：

1．是接到猬亵不是强
奸案报警

2 0 1 9年 1 0月 9日，侦
查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
三名女儿被父亲猬亵。

不是社交网络上流传说
被强奸。

2. 检验结果显示受害
者私密处没有异样

2019年10月9日，侦查
员要求马里里民间诊疗所
提供检验报告。10月15日，
警方收到检验报告，努鲁
尔医生说受害者的生殖器
和肛门没有出现异样。

3 .望加锡巴扬卡拉医
院检验报告

2019年10月24日，侦
查员要求望加锡市巴扬卡
拉医院提供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在1 1月1 5日出
来，登尼·马迪斯医生
说受害者的生殖器和肛
门及其他身体部位没有
出现异样。

4.心理上没有受到创伤
2019年10月31日，报

警人和三名女儿在索罗瓦
卡医院接受心理咨询，结

果她们心理上都没有受到
创伤。

5 .报警人和律师拒绝
做进一步检验

为确定受害者是否有被
猬亵，侦查员要求报警
人带着女儿到医院做检
验，报警人也答应了。但
是报警人和律师在2021年
1 0月1 2日以担心心理上
会受到创伤为由不去做
检验。 ( c x )

南苏拉威西东鲁勿县三姐妹疑被父亲强奸案

国家警察刑案调查局称有了新发现

【tr i bun新闻网讯】万
丹省丹格朗市塞尔彭区

Golden Park住宅区一间空
方里出现4条狗狗，它们

被主人遗弃在那里。
印尼Sarana Met ta基

金 会 会 长 也 是 A n i m a l 
Hope Shel te r动物保护组
织创办人克里斯迪安·
约书亚·帕勒说当地居
民报告说一间废弃房子
里有4条狗狗，它们经常
爬到屋顶玩耍。他们立
即赶到现场对这些狗狗
进行检查，都是三岁大
的狗狗。

据约书亚收到的信息，
狗狗的主人租了那间空
房，然后把它们遗弃在
那里。

本 周 二 ， 约 书 亚 对

记者说：“遗弃宠物是
残忍的行为。还把它们
遗弃在这么肮脏的房子
里 。 这 4 条 狗 狗 还 健 康
和活泼，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它们。”

狗狗的主人可能因不想
再养它们而遗弃。

约书亚说：“当地居
民告诉我们狗狗被遗弃
在那里一个星期了。我
们赶到的时候，它们都还
在。它们的主人可能患有
精神病。”

约 书 亚 说 一 旦 喂 养
就 不 要 弃 养 ， 好 好 对 待
它 们 。  ( c x )

动物保护组织出手

4条狗狗被弃养在废弃房自生自灭

动物保护组织救了4条被主人弃养在废弃房子的狗狗。

雅加达警察厅最近两周抓获84名劫匪

谎称被劫匪抢13亿盾现金

西爪牙律女子面临着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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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已延烧近
20个月，包括美国在内
的许多国家现在都在
考虑如何从非常规的
经济刺激中退出，这
一过程本身就带有扰
乱全球市场的风险。

IMF在其最新的全球
金融稳定报告中，敦
促政策制定者“果断
行动”，并根据各国
自身的需求提供持续
的经济支持。

IMF警告说，迅速行
动以及在转变政策之
前进行清晰的沟通，
对于确保经济支持在
不助长通胀或加剧波
动的情况下到达需要
的地方至关重要。

报告称，“政策制
定者面临着一个具有挑
战性的权衡：维持对全
球经济的近期支持，同
时防止意外后果和中期
金融稳定风险。”

报告列出了一些不
稳定性的早期“预警
信号”，指出非银行
机构 (如人寿保险基
金)的金融冒险行为增
加且脆弱性增强。

最近几周，市场因
担心中国房地产巨头
恒大可能违约，以及
能源价格飙升导致一
些能源企业倒闭而动
荡不安。

IM F表示，政策制
定者必须“紧急”解

决这些脆弱之处和市
场波动性可能加剧的
问题。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些脆弱性可能演变
成结构性遗留问题，
使中期增长面临风险，
并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
韧性。”报告称。

IM F补充说，加密
货币的快速增长也给
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
带来了一些风险。它
说，“稳定币”，即
与传统货币挂钩的数
字货币，一般来说信
息披露较差，如果其
价值受到质疑，可能
会出现挤兑。

它补充说，新兴市

场可能面临“不稳定的
资本流动”，因为加密
货币被用来规避外汇限
制和资本管制。

“一个健全的加密
资产监管框架，以及
更普遍的去中心化金
融市场，必须成为全
球政策议程的优先事

项，”报告称。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IMF表示，决策者应优
先考虑建立一个更健
全的可持续金融监管
框架- -包括数据和
其他披露要求- -以
鼓励民间部门增加对
清洁能源的投资。

IMF称经济决策者需要持续提供支持 

同时避免加剧风险

IMF在其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敦促政策制
定者“果断行动”，并根据各国自身的需求提供
持续的经济支持

【路透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二警告称，

全球政策制定者正进入疫情复苏的棘手阶段，应注意在

不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持续提供经济支持。

【中新社华盛顿】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
间12日晚表决通过暂
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
法案，以避免政府债
务违约。

在当晚的表决中， 
219票赞成、206票反
对，投票结果按照党派
划线。因为该法案此前
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接下来将送往白宫由总
统签署成为法律。

此前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已多次警告说，财
政部正在采取的非常规
措施预计在10月18日耗
尽，届时政府将面临债
务违约。如果政府债务
违约，美国信用将受到
损害，国家将面临金融
危机和经济衰退。

此次通过的法案将政
府债务上限提高4800亿

美元，以维持联邦政府
的现有支出水平到今年12
月3日。如果届时两党不
能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
致，联邦政府仍有可能
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在当天投票结束后，
民主党议员麦克高文
（JimMcGovern）表示，
该法案虽然仅是暂时解

决问题，但避免了“灾
难发生”，也给予两党
时间商议解决债务上限
问题的长期方案。

共 和 党 议 员 科 尔
（TomCole）则表示，除
非民主党放弃建设 “大
政府、社会主义美国”
，否则共和党将不会再支
持提高政府债务上限。

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暂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法案

美国会众议院表决

通过暂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法案

【 海 外 网 】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报道，当地时
间周二（12日），美国
印第安纳波利斯大都会
警察局通报称，一名警
员被监控视频拍到在执
法时用脚猛踢一位戴着
手铐的黑人男子头部，
该警员因此面临刑事指
控，可能会被解雇。

警察局发言人肖恩·
弗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埃里克·赫胥黎警
官因不当行为和殴打犯
罪嫌疑人，造成对方身
体中度伤害。报道称，
赫胥黎目前已被停职停
薪，印第安纳波利斯大
都 会 警 察 局 局 长 兰 德
尔·泰勒建议解雇赫胥
黎。印第安纳波利斯大
都会警察局内部正在对
此进行调查。

泰勒在新闻发布会上
播放了一段现场视频，
显 示赫胥黎站在黑人
沃恩身后，用脚踢了沃
恩的头部。泰勒同时表
示，沃恩随后被送进监
狱，事件发生后没有接
受治疗。泰勒直言，这
段视频“很难看”。印
第安纳波利斯大都会警
察局的一份新闻稿称，
这 起事件是通过内部
使 用 武 力 审 查 程 序 曝
光的。

据悉，赫胥黎声称
他本打算将脚放在沃恩
的肩膀上，不小心踢了
沃恩的脸。其他两名执
法人员与赫胥黎一同在
9月24日调查一起扰乱
秩序的事件，预计另外
两名人员不会面临刑事
指控，具体结果需要等
待内部调查结束。

一名警员被监控视频拍到在执法时用脚猛踢一位戴
着手铐的黑人男子头部

美国一警察暴力执法被停职 

用脚猛踢黑人男子头部

【路透迪拜】三位
知情人士称，沙特阿拉
伯将要求能源行业的外
国企业，包括石化和海
水淡化部门，将本地投
入提高到至少70%，才
能获得政府合同。

他们称，沙特能源
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亲
王上周在东部城市达曼
的 一 次 会 议 上 与 沙 特
和 国 际 能 源 企业的高
管讨论了增加国内投入
的 计 划 ， 证 实 了 路 透
此 前 看 到 的 有 关 他 的
发言的视频。

阿卜杜勒阿齐兹亲
王表示，能源部将举行
一次活动，宣布该计
划的时间表、目标和落
实机制，这是王沙王储
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推动经济
多元化，不再依赖原
油收入、创造新产业
和就业的最新努力。
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
油出口国。

目前，对能源行业

的本地含量，包括工
人、供应，运营以及
附 加 值 , 的 要 求 约 为
30%-35%，但尚不清
楚这些要求的执行有多
严格。

在路透获得的视频
讲话中，王储穆罕默德
在 披 露 所 有 在 沙 特 运
营的企业，包括国际企
业，将必须将本地服务
和能源相关产品的比例
提高到 7 0%时，并未
具体提到与政府合同的
联系。

三位消息人士称，
能否获得政府合同将取
决于满足对本地含量的
新要求，这将要求企业
大举投资。

沙特能源部和政府
媒体办公室CIC均未回
应路透的置评请求。

王储穆罕默德的多
元化计划旨在为沙特年
轻人创造数万个就业机
会，包括将外国的专业
技术和知识转移到当地
市场。

沙特将要求在沙运营的外国能源企业 

把本地投入提高到至少70%

【路透华盛顿】亚洲
开发银行(ADB)行长浅
川雅嗣周二表示，该银
行将把2019-2030年的
气候融资目标提高200
亿美元，使之达到1000
亿美元，并打算在下个
月苏格兰举行的COP26
气候大会上提出让燃煤
电厂退役的概念。

浅川雅嗣在接受路
透采访时披露了这些计
划。此前在201 8年宣
布的目标是，未来十年
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
800亿美元气候融资。

新增的200亿美元融资
支持将为减缓气候变化
的努力提供支持，包括
低碳能源、气候调适项
目以及民间部门项目。

浅川雅嗣表示，亚开
行目前计划到2030年为
减缓气候变化融资660
亿美元，包括新能源储
存、能源效率和低碳交
通投资。亚开行将计划
提供340亿美元的气候调
适融资，包括农业、城
市和水资源调适项目。

浅川雅嗣表示，该
银行也计划促进其民间

部门业务，以吸引更多
民间部门资金为新的
气候技术和创新注资，
利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
120亿美元来吸引多达
300亿美元的新民间资
本，因为对这类融资的
需求有所增加。

这些计划于周二提
交给美国财长叶伦，她
此前与包括亚开行和世
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
银行召开了一场会议，
讨论依据2015年的《巴
黎协定》提升气候融资
的相关做法。

亚开行将2019-2030年气候融资目标

提升至1000亿美元

【海外网】因还不
起天价罚款，韩国前总
统朴槿惠位于首尔江南
的私宅被强制拍卖，
这也让她出狱后面临
无家可归的窘迫。不
过幸运的是，斥巨资
买下私宅的娱乐公司
表示，朴槿惠出狱后，
会请她回来住。

据《朝鲜日报》报
道，今年8月，韩国IOK
经纪公司以38.64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2156万
元）的价格，买下朴槿
惠被拍卖的私宅。IOK
是一家大型娱乐公司，
旗下有赵寅成等多位知
名艺人。

韩国在野党议员尹
相现与朴槿惠关系亲
近，他7日接受采访时透

露，IOK娱乐公司有关人
员告诉他，买下房子，
是希望对其精心管理，
并在朴槿惠出狱后请她
居住。至于是否会将房
屋所有权移交朴槿惠，
尹相现则表示不知情。

朴槿惠现年70岁，

累计获刑22年，如果
没有特赦和假释，最晚
将在87岁出狱。今年1
月，她被法院要求缴纳
215亿韩元（约合人民
币1.26亿元）的罚款，
因逾期未交，其私宅被
检方委托拍卖。

韩国娱乐公司重金买下朴槿惠私宅：

等她出狱 请她住

朴槿惠被拍卖的私宅

韩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人口
比例超60%

韩国新冠疫苗预防接种推进团（下
称“推进团”）当地时间12日表示，
截至当天13时，全国共有30905870人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约占总人
口的60.2%。

推进团方面预计，截至本月底完成
全程接种人口有望突破70%。与此同
时，完成新冠疫苗接种6个月以上人群
的“加强针”接种当天启动，首批接
种对象是医疗机构相关从业人员。

推进团还呼吁民众尽快完成疫苗
接种，保护自身健康。据推进团11日
发布的统计消息，近两周（9月12至
25日）18周岁以上新冠确诊病例中有
83.1%未接种或未完成全程接种疫苗。

美国一地饮用水铅含量超标 
当地呼吁州长宣布紧急状态

海外网10月13日电 据美国“商业
内幕”网站12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州
本顿港市的饮用水中铅含量过高，州
政府近日已经向居民发出了不要饮用
自来水的警告。

报道称，本顿港位于密歇根州西
南部，约85%的居民是黑人。早在
2018年，本顿港就发现水中铅含量达
到了22ppb，远远高于美国环境保护
局规定的联邦门槛水平的15ppb。

当地活动人士告诉媒体，他们在过
去三年中一直质疑水是否安全，并组
织了社区瓶装水的领取。本顿港社区
水务委员会负责人爱德华·平克尼呼
吁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将加快
更换城市管道的时间表，并提醒居民
目前的饮用水不安全。平克尼向州长
喊话说：“你需要现在就要求进入紧
急状态，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让他们知道水是不安全的。”

委内瑞拉前国防部长感染新冠后死亡 
已被关押数年

当地时间12日，委内瑞拉司法部
长萨布发布消息称，前国防部长劳
尔·巴杜尔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因心肺
衰竭死亡。自2017年以来，他一直被
关押在委内瑞拉国家情报局内。

据路透社12日报道，萨布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称，巴杜尔已经接受了第
一针新冠疫苗的接种，并一直在接受
相关治疗，但他没有明确说明巴杜尔
是死在狱中还是医疗设施内。巴杜尔
曾于2009年被捕，随后被软禁在家
中。2017年，他再次被捕并入狱。

日本二手车市场交易活跃 
成交价创近十年新高

共同社10月13日报道，在半导体
短缺等导致汽车厂商减产的背景下，
日本二手车市场受到关注。东南亚新
冠疫情蔓延也导致零部件供应受阻，
新车交车时间滞后。9月进货商家平
均成交价创近十年新高等，二手车
市场交易活跃。据二手车拍卖运营巨
头“USS”称，二手车9月平均成交价与
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6.4%至92.2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2万元)，连续16个月同
比上涨。由于需求高涨，而更新换代出
售旧车的客户减少，供不应求导致价格
上涨。相关人士表示，“未来半年至一
年价格应该会持续居高不下。”

IEA：全球煤炭需求将在2025年左右
达到峰值

国际能源署(IEA)：全球煤炭需求将
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在2050
年下降25%。到2030年，全球天然气
需求将比2020年水平增长15%，不会
在205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全球
石油需求仍将维持在1亿桶/日以上 。

路威酩轩集团第三季度
时尚和皮具业务销售额增长24%

法国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集团的时
尚和皮具业务第三季度销售额强劲增
长24%，尽管亚洲和美国的整体收入
增长较上半年的出色表现有所放缓。 
集团表示，旗下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迪奥(Dior)的受欢迎程度助力
集团时装和皮具部门增长。该业务在本
季度末的收入比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高
出38%，与上半年的增长率相同。集
团表示，由于一些国家部分重新实施
新冠距离限制措施，8月份亚洲的收入
增长面临压力。但即使没有来自亚洲
的财力游客，公司在欧洲业绩第三季
度出现显著改善，因为当地旅游已在夏
季恢复。集团第三季在美国的收入增长
了28%，而今年上半年增长了60%；在
亚洲(不包括日本)第三季收入增长了
12%，而今年上半年增长了70%。 集
团称，由于该集团的制造业务主要在欧
洲，因此不存在供应链问题，没有航运
成本上升的担忧，指出该集团有足够的
利润率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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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糖有道

全身乏力、头晕心慌、手
抖、饥饿感，甚至莫名
的恐惧感……一般出
现以上一种或几种
症状时，就是低
血糖发作了，需
要尽快补充糖
分；如果没能
及时补充，可
能 会 直 接 晕
倒 ， 甚 至 休
克 。 低 血 糖
是糖尿病的常
见并发症，但
有些人没有糖
尿病史，也会
无缘无故频繁
出现低血糖。频
发低血糖，也有
可能是以下因素。

糖尿病前期。部
分血糖轻微升高但未
达到糖尿病水平的糖尿
病前期人群可频繁出现低血
糖，一般是在餐后3~4 小时出现，且正
餐主食摄入得越多，餐后越易低血糖。
少吃多餐或药物辅助，可避免发作。

肿瘤。胰腺肿瘤患者的胰岛素会过量
分泌，部分非胰腺肿瘤也可分泌有胰岛
素活性的小分子肽，引发低血糖。防范
这类低血糖需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肠道手术。部分肠道手术后患者偶
尔会发生餐后低血糖，可能与术后

异常的肠道吸收、神经受损、
激素分泌异常有关。

药物影响。某些非降糖
类药物也可引发低血糖，
比如治疗甲亢的甲巯咪
唑、治疗感染的氧氟沙
星类药物、降血压的普
利类药物等。

荔枝等食物。有些食
物如果进食过多，比如
不够成熟的荔枝，其含
有的微量特殊成分可引
发低血糖，更容易发生在
营养不良的儿童身上。
酗酒。多日大量饮酒且

进食较少时，肝脏内的糖原
逐渐消耗完，但合成被酒精抑

制，进而引起低血糖。因此，
饮酒时应保证足够食物摄入，可

有效预防低血糖。
营养不良。长期严重营养不良也可

引起低血糖，是由于糖原的储备消耗完
的同时，可转化为葡萄糖的营养成分储
备不足导致的。

此外，脓肿症、肝肾衰竭也可能引发
低血糖，但机制较为复杂。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低血糖反复出
现，往往存在潜在病因，最好及时去正
规医疗机构就诊。▲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王奕晖

胰腺肿瘤肠手术 吃生荔枝和酗酒

很多情况会引发低血糖

保护心脑

五个“突然”判断脑出血
航空总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 周 莹

脑出血即非外伤性脑
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
血，根本原因在于脑部血
管发生改变。其发病率
高，占脑卒中的20%，具
有病变急骤、病情凶险，
致残病死率高等特点，好
发于50~70岁中老年人，
且男性居多。常见的慢
病，如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以及微动脉瘤、
血管炎、淀粉样脑血管病
等都可能引发脑出血。

多数脑出血患者在寒冷
的冬季发病，因为此时天
气寒冷，导致人体血管壁
收缩，皮肤四肢血管循环
的血液量变少，从而使大
量血液汇集至心脑循环部
分。循环血量增加，加大
了心脏负荷和脑部血管循
环阻力，让本就压力过大
的脑部血管不堪重负，从
而破裂出血。此外，排便
时用力过猛，或提重物、
运动不当、短时间内情绪
起伏都会导致血压波动，
容易诱发脑出血。

脑出血的早期信号有“
五个突然”：突然面部与
肢体麻木、无力；突然一
侧或双侧眼睛看不清东
西；突然出现没有原因的
严重头痛；突然行走困
难、头晕、身体不平衡；

突然昏迷。发病时，多数
患者先是发生不明原因的
头痛，一般是哪边出血哪
边痛；也有的患者出血较
多，脑部压力过高，疼痛
会波及整个头部；还有些
患者会因脑膜受到刺激而
感觉眩晕，引发呕吐；如
果患者在急性期出现皮层
视中枢部位出血，可能出
现凝视麻痹，即双眼眼球
凝视某一侧静止不动。

一旦患者出现以上症
状之一，家属要尽快拨打
120，将患者送至医院抢
救。即便康复出院，也要
加强护理。患者可能会
伴有肢体行动不便，家属
可在患者意识清晰的情
况下，指导其进行物品

抓握、关节弯曲训练，让
患者尽可能延展四肢，防
止关节因长时期不动而变
形。家属还可以帮患者按
摩肌肉，促进血液循环。

康复过程中，家属可辅
助患者训练发音。初期可
进行单字训练，然后根据
患者情况，进行简单句子
训练，让患者大声发音。
情况好转后，可进行简单
的歌曲训练，以提升语言
功能。另外，患者应适当
训练吞咽功能，多做吞咽
动作，家属可用棉签刺激
患者咽部，以加强吞咽力
度。日常护理中，家属还
应主动了解患者的心理状
态，积极开导，避免其出
现较大情绪波动。▲

家庭医生

萧忠彦 编译

看指甲纹路斑点能辨病

近期，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指
甲疾病诊所主任菲比·里奇博士发文提
示，看指甲是很多潜在疾病的一个初步
诊断依据。

棕色竖纹。大多数老年人的指甲上
有竖纹，属于衰老的正常表现，就像是
指甲的皱纹，并无大碍。如果是棕色的
垂直条纹，甚至蔓延至角质层或周围皮
肤，可能是黑色素瘤的迹象。

水平横沟。指甲上水平方向、较深的
条纹或横沟，被称为博氏线，表明营养
不良或患有影响指甲生长的严重疾病，
比如高烧、化疗、大手术、输血和车祸
等。

圆形斑点。如果是小块白色斑点，即
点状白甲，是指甲在形成时受到小创伤
导致的，与维生素缺乏无关。如果出现
棕色圆形斑点，且伴有凹陷，可能是指
甲银屑病的迹象。

指甲薄脆。机体营养不良，或患缺铁
性贫血、甲状腺疾病时，指甲无法获得
充足的“原料”，往往较为薄脆。

发黄。如果指甲呈生病样的黄色，可
能是真菌感染的迹象。

周围皮肤红肿痛。甲沟炎会累及指甲
周围皮肤，表现为急性或慢性化脓性、
触痛性甲周组织肿胀，常见致病菌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化脓性链球菌等。患者
可每天把指甲在热水中或高锰酸钾溶液
中浸泡 2~3 次，有助改善症状，但严重
情况下需服用抗生素。▲

医学前沿

酗酒女性怀孕难
美国《人类生殖》杂

志刊登了一项新研究发现 
，备孕女性应远离酒精。
酗酒会降低女性怀孕几
率，即便适度饮酒也可能
怀孕困难。

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
研究小组于1 9 9 0 ~ 1 9 9 4 
年招募了413名19~41 岁
的美国女性参试者。研究
人员对参试女性展开了最
长19 个月经周期的跟踪
调查。调查涉及参试女性
的月经周期各阶段的饮酒
习惯以及怀孕成功率等方
面的信息。根据参试者的

饮酒情况，研究人员将其
分为不饮酒组、过量饮酒
组（每周 6 杯以上）、
适度饮酒组（每周 3~6 
杯）和酗酒组（每天至少 
4 杯酒）。1 杯酒相当于
355 毫升啤酒、148 毫升
葡萄酒或 44 毫升烈酒。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与不
饮酒组女性相比，黄体期
（月经周期的最后两周）
过量饮酒女性，其受孕几
率降低约 44%，排卵期
酗酒可导致怀孕几率降低 
61%。新研究还发现，每
天过量饮酒会导致黄体期

受孕的几率降低19%，以
及排卵期的受孕几率降低 
41%。

研究人员对此表示，
新研究结果表明，过量饮
酒都会导致受孕几率显著
降低。换 言之，对备孕
女性而言，没有“安全饮
酒量”。尽管目前尚未证
明饮酒与受孕几率下降存
在何种因果关系，但研究
人员认为，过量饮酒可能
阻止排卵期卵子的释放以
及在子宫的正常植入。因
此，备孕及孕期都应该禁
酒。▲（金 也）

中医妙方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副研究员 代金刚 □谢继鼎

小儿厌食 煎明党参乌梅

小儿厌食症是指儿童
较长时间的食欲减退或丧
失、对食物提不起兴趣、
每餐少食或不食，长期
厌食易引起严重的营养不
良、体力衰弱及神经、精
神异常，从而影响生长发
育。中医认为，小儿厌食
的病机在于脾胃运化功能
失调。小儿脾常不足，喂
养不当、过度饥饱或长
期饮食单一，导致脾阴受
损、脾气亏虚，病症一般
不重，但长此以往会导致
生长发育迟缓，变生他

病，家长需提高警惕。
这里分享一个方剂，治

疗小儿厌食症效果颇佳：
明党参、淮山药各9克，乌
梅肉、橘皮各5克，生甘草
3克，白茯苓、炒白术各6
克。水煎服,每日1剂。

明党参性微寒，味甘、
微苦，可养阴和胃、益气
健脾，与淮山药搭配能平
益阴、补脾胃。白术苦
温，善健脾燥湿、补气运
化，为臣药；白茯苓甘
淡，可健脾渗湿，苓术相
配，增强健脾、运化水湿

的功效。脾胃疾病需先以橘
皮调气；乌梅味酸性温，除
能开胃消食外，还可收敛生
津，对脾胃虚弱、容易腹泻
的宝宝有很大帮助，配合甘
平的甘草，有酸甘化阴、调
和诸药的作用，更能滋润脾
胃、生津益气。诸药配伍，
共同起到健运脾胃、滋阴益
气、生津开胃的功效。须注
意，小儿体质纯阳，疾病易
化热伤阴，平时要注意孩子
的饮食多样化、清淡口味、
不可过饥过饱，并且要减少
糖的摄入。▲

生活起居

受访专家：中国环境科学院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室研究员 张金良
本报实习记者 王军利

天天熏香损伤呼吸道

中医养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主任医师 彭玉清

夏养心，午睡一小时
“心主血脉，与夏相

应”，中医认为，夏季属
火，火气通心，人容易出现
烦躁不安、失眠、心慌、胸
闷、气短等症状。因此，夏
季要注重养心，可从两方面
入手。

梳五经。“梳五经”
即“拿五经”，头为“诸阳
之首”，经常刺激头部穴位
能缓解疲劳，调动一身之
阳，促进全身新陈代谢。具
体操作方法是：五指张开，

分别置于前发际督脉、膀胱
经、胆经的循行线上（中指
位于头部正中的督脉线上，
食指和无名指位于头部正
中与额角之间内1/3处的膀
胱经线上，拇指与小指位
于头部正中与额角之间外
1/3处的胆经线上），五指
指尖立起，用力点按5~10 
秒，使点按处出现明显酸
胀感，再原地揉20秒。然
后指尖放松，五指垂直向
上移动约半厘米的距离，

再次用力点按。如此反复，
自前发际一直点按至后头部
颅底算一次，需要做20~30
次。

添午睡。夏季昼长夜
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
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增
加午休时间，以一个小时
为宜。切忌不要睡太长时
间，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作
效率。没有条件午休的人，
中午可以闭目养神30分钟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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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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 1 0 月 1 0
日，由华社贤达、我国成
功企业家GRC董事会创始
人黄德新先生令公子黄国
鑫创办的印尼第一个建材
需求购物平台1000 Sau-
dara.com 正式上线。

该活动以线上视频方
式由黄国鑫 (Steven Su-
gianto) 董事长主持启动
仪式，董事黄国健(Rich-
ard Sugianto) 和首席运
营经理Fandy Gunawan、
销售经理Falaq Indra 
Sestito、业务发展经理马
德林Madeline Jessica共
同出席仪式。

此数字平台将为消费
者提供最完整、最便宜、
最快和最值得信赖的建
筑材料交易体验。1000 
S a u d a r a . c om首席运营
经理Fandy Gunawan
说，1000 Saudara.com 
将支持印尼数字建筑材料
业务的发展。连接数以千

计的建筑商店与买家，以
满足现代社会对随时随地
购物便利的需求，提供简
单的建筑材料信息，并提
供安全舒适的网上购物体
验。

通过 1000 Saudara.
c o m平台购物各种建筑
材料，优势包括：最完
整，因为有数千种建材产
品，1个平台分为8个类
别：最便宜，因为应用的
系统总是根据您的需要寻
找最便宜的保证价格；最
快，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安
排交货，保证准时到达目
的地；保护消费者，通过
安全可靠的支付系统提供
消费者保护。当然，在这
个数字时代，通过智能手
机很容易做到。

销售主管Falaq Indra 
Se s t i t o表示，在初期阶
段，该公司会在雅加达专
区推广这个平台，也将很
快会在年底前在茂物、丹

【 中 新 网 长 沙 1 3 日
讯】“追梦中华·幸福湖
南”20 2 1海外华文媒体
湖南采访行活动12日来到
长沙，采访团参观了湖南
省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
馆、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等地，感受湖湘文化魅
力。

在湖南省博物馆，采
访团参观了马王堆汉墓出
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
文物、历代陶瓷、书画、
宗教、工艺品及近现代文
物等馆藏。“我印象最深
刻的藏品是马王堆汉墓墓
出土的素纱单衣，如果不

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一
件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竟
不足一两。”澳大利亚澳
华电视传媒副总编辑杨军
说，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
能达到如此水平，太令人
震撼了。

在隆平水稻博物馆，通
过参观《梦想成真——袁
隆平与杂交水稻陈列》《
稻米香万年——中国水稻
历史文化陈列》和《奇异
的旅程——水稻的一生陈
列》三个陈列展，采访团
了解到杂交水稻产生和发
展的历程。

采访团还来到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观看了
4K技术修复的旧影片片
段、5分钟生成一套24小
时安全播出的电台节目、
视频伴音转换成国家通用
手语……大家时不时驻足
拿出手机或相机拍摄，记
录文化产业的前沿技术，
并通过观看视频、沉浸式
体验“电视湘军”魅力。

在12日晚举行的长沙市
情推介会上，湖南省侨联
党组书记黄芳表示，长期
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在向世
界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传
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
流等方面作出贡献。“希

望媒体朋友们充分利用此
次湖南行的机会，以融通
中外的视角，反映湖南长
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湖南是一个人杰地
灵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故
事值得我们去挖掘。”亚
太通讯社副社长陈红玲表
示，我将充分发挥自身的
力量，通过不同的语言、
平台、方式向世界传递湖
南好声音。

“追梦中华·幸福湖
南”2021海外华文媒体湖
南采访行活动由中国侨联
指导、湖南省侨联主办，
于10月11日正式启动，在

为期6天的活动中，15家
海外华文媒体将赴长沙、

株洲、湘潭、邵阳四地参
观采访。

【中国侨网13日讯】据
澳洲网编译报道，同一家
族的三代人，90岁的知名
澳大利亚中餐大师陈月意
(Elizabeth Chong)、65岁的
安吉·庄(Angie Chong)和
35岁的杜迪(Tess Duddy)近
日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自己
家族移民赴澳的历史，并
讲述了澳大利亚早期“淘
金潮”移民史与中国菜的

渊源。他们认为，在过去
矿场的露天营火上架起中
式炒锅，那个场景会让欧
洲淘金者“大吃一惊”。

SBS于12日报道，陈月
意在接受采访时称：“我
的祖父在1 9岁那年离开
中国，来到澳大利亚。那
是第一次爆发淘金热。后
来，我的祖父成为了一名
商人。他进口生活必需

品、甚至是淘金设备，供
来掘金的中国人使用。他
以这种方式管理了一些中
国营地……我1931年在中
国出生，随后和家人迁来
澳大利亚居住生活……”
在陈月意看来，中餐在澳
大利亚的存在可以追溯到
淘金时代，她意识到应该
为开拓者们把中餐带到澳
大利亚而感到骄傲，为中

餐存续的形式感到骄傲。
安吉·庄则对自己的华

裔背景感到自豪。她说：“
能够与我的母亲交流，倾听
她的成长故事，这很有趣。
而最近几年，当杜迪要我教
她烹饪她成长过程中吃过的
那些食物时，那种感觉真是
太棒了。我很高兴地分享我
从母亲、而母亲从外婆处学
到的文化。美食，成为了文

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在杜迪看来，现在与当

时相比，澳大利亚学校会
教孩子们更多关于多元文化
的观念。作为第五代澳大
利亚华裔，她认为她的“
华裔之根”在于与家庭相
联，并且伴随着一种责任
感，比如照料家人的重要
性。这是一种责任，但也
是一种乐趣。她说：“我

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
是在吃东西，总是在吃中
餐。这些菜肴在家族里已经
传承了好几代。当你生病的
时候，会有人给你煮粥。或
者你刚分娩，也会吃同样的
东西。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
件，都会围绕着一道特定的
食物。圣诞节我们会吃某些
固定菜式。如果是中国农历
新年，我们还会去饮茶。”

支持我国千家建筑材料公司

黄德新令公子黄国鑫创办1000 Saudara.com平台正式启动
格朗、德博、勿加西、西
朗、班德朗、万隆、三宝
垄、泗水等大城市推出该
平台。

业务拓展经理Madeline 
Jes s i c a解释了消费者在
通过 1000 Saudara. com
平台应用后如何轻松进行
交易，即确定送货地点、
送货时间、选择商品后，
根据已建立的平台进行付
款。（1000saudara.com
平台供稿/图）

解释了消费者在通过 1000 Saudara. com平台领导：黄国鑫（左三）、黄国健、Fandy 
Gunawan、Falaq Indra Sesito和Madelline Jessica在旁陪同下主持剪彩。

Madelline Jessica介绍此平台情况。 1000saudara.com平台推介会。

华文媒体湖南采访行：感受湖湘文化魅力 聚焦文化产业发展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在隆平水稻博物馆参观。

澳大利亚华人一家三代探讨移民历史

与中餐发展渊源

【中新网13日讯】据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馆微信公众号消息，目
前，埃塞提格雷州及其
临近地区、奥罗米亚州
西部、贝尼山古尔-古木
兹州等高风险地区的安

全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
馆提醒在埃中国同胞尽量
不要前往上述地区，已在
该地区的中国企业和公民
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进

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尽快
组织人员撤离。

同时，盗窃、抢劫、
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也
时有发生，提醒在埃中
国同胞要始终保持高度
警 惕 ， 在 做 好 常 态 化

疫情防控的同时，做好
办 公 场 所 和 住 地 安 全
防范，注意外出安全，
尽量避免独自或夜间外
出。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
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埃塞俄

比亚使馆联系寻求协助。
埃塞俄比亚当地报警

电话：991
埃 塞 疾 病 防 控 热 线

电 话 ： 8 3 3 5 ， 9 5 2 或
0118276796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

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
话：

0 0 8 6 - 1 0 - 1 2 3 0 8或
0086-10-59913991

驻 埃 塞 俄 比 亚
使 馆 领 事 保 护 电
话：0911686415

驻埃塞俄比亚使馆提醒在埃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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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13日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
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
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
行。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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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
志。这篇重要讲话英文单行本的出版
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入了解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创造
的伟大成就、迎来的民族复兴光明前
景，具有重要意义。（中新社）

中蒙边境突发草原火灾 
中方派出灭火力量前往堵截

13日讯，呼伦贝尔市森林消防支
队13日对外消息指，当日15时，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境内新巴尔虎右
旗中蒙边境一线蒙方境内发生草原火
灾，呼伦贝尔森林消防等部门已前往
堵截。据介绍，该次草原大火，火线
长约3公里，距离中国边境线约10公
里，目前地面风向西北风4-5级。当
日15时30分，接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
局商请，呼伦贝尔市森林消防支队直
属大队新巴尔虎左旗驻防分队出动40
人，携带各类装备120件（套）向任
务地域实施机动。同时，呼伦贝尔市
森林消防支队第一前进指挥所已从支
队机关出发，向任务地域实施机动，
该支队150人已转入一级战备，随时
做好出动准备。（中新社）

台湾前9月税收逾2.2万亿元创新高
13日讯，台湾财政部公布9月税收

达新台币3020亿元，年增13.1%；累
计前9月，税收一共22380亿元，创历
年同期新高，年增达22%；其中，受
台股成交下降影响，9月证交税降至
178亿元，跌破200亿大关，但年增率
仍达28.5%。累计前9月，台湾整体
税收占累计分配预算数119.5%，超
前预算目标，并已达成全年预算数的
91.8%。单以9月税收与去年同期相
比，以营所税增加180亿元、综所税
增加124亿元、营业税增加43亿元、
证交税增加40亿元较多，土增税则减
少36亿元；证交税部分，由于台股成
交减少，单月规模由7月高点的341亿
元、8月的245亿元降至9月仅剩178亿
元，不过比起去年同月仍年增28.5%
，连24个月正增长。今年前9月台湾
整体税收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以营所
税增加1920亿元、证交税增加1060亿
元、营业税增加514亿元、货物税增
加143亿元较多；相对娱乐税则年减4
亿元。（中新社）

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突破1200亿美元
13日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依存度

越来越高，中国海关总署13日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两岸关系日趋紧
张，今年前三季，台湾对大陆的进出
口增长率依然达到两位数，台湾对大
陆的贸易顺差更已突破1200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中国大陆累计出
口24008亿美元，年增33.0%；进口
19733亿美元，年增32.6%。贸易顺
差达到4275亿美元。两岸贸易部分，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资料，今年1至
9月，两岸贸易额为2395.2亿美元。
其中大陆对台出口570.5亿美元，增
长32.6%，台湾对大陆出口1824.7
亿美元，增长28.9%。尽管两岸进出
口增速略低于大陆总体对外贸易，但
今年前三季，台湾对大陆享有的贸易
顺差仍达到1254.2亿美元，去年同
期的数字则是992.8亿美元，显示台
湾对外贸易依然高度依赖大陆市场。
（中新社）

中方敦促印方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
问题复杂化的举动

13日讯，印度副总统奈杜近日赴所
谓“阿鲁纳恰尔邦”访问。对此，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3日的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政府从不承
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
恰尔邦”，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上述
地区访问。赵立坚强调，中方敦促印方
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切，停止采取任何
使边界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不
要做有损双方互信和双边关系的事情，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和平稳
定，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
轨道。（中新社）

王毅说，智利是第
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
美国家，是最早公开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
家之一，也是中国在拉
美的重要合作伙伴，中
智关系长期走在中拉关
系前列。两国携手抗
疫，为中智传统友谊增
添新内涵。双方克服疫
情影响，推动双边贸易
逆势大幅增长，务实合
作稳步推进。双方要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深化疫苗研发和使用合
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继续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经贸、投资、矿
业、清洁能源、科技、
天文、人文等领域合
作。

王毅表示，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智应加强
多边事务战略协调，共
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捍
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
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愿同
智方就此保持沟通。

阿拉芒表示，智中

关系创造了多个“第
一”，智利很高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的重要历
史时刻给予中方正义支
持。感谢中方为智利
快速接种疫苗提供大力

支持。智利始终是中
国坚定的全面战略伙
伴，毫不动摇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期待同
中方加强抗疫、经贸
等各领域合作。智方
支持多边主义，赞同
中方提出的重大全球
倡议，坚定支持中方
加入CPTPP，支持中方
举办北京冬奥会。

双方就中拉关系深
入交换意见，表示中
拉论坛已成为双方相
互尊重、平等合作、
互 利 共 赢 的 重 要 平
台，一致同意共同推
动中拉论坛第三届部
长会议成功举办。

王毅同智利外长通话：

中方愿同智方就加入CPTPP保持沟通
【中新社北京13日讯】中国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13日同智利外长阿拉芒
通电话。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中新社北京13日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
成11日在接受中国国际
电视台（CGTN）采访
时表示，中美是不可分
割的利益共同体，经贸
合作可以说是“连筋带
骨”，任何打击都会“
伤筋动骨”。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近日就拜登政府对
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
乐玉成指出，我们注
意到美国贸易代表的讲
话中有一些积极因素，
同时坚决拒绝其无端指
责。中美是不可分割的
利益共同体，即便在美

方搞脱钩断供和疫情冲
击的背景下，中美贸
易额202 0年逆势增长
8.8%，今年1至8月，
中美贸易额更是同比增
长36.6%、达到4700亿
美元。

他强调，经贸合作
可以说是“连筋带骨”
，任何打击都会“伤筋
动骨”。穆迪公司调查
显示，对华贸易战让美
国失去了约30万个就业
岗位，平均每个家庭损
失约600美元。美国对
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
关税中，超过90%由美
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乐玉成表示，上海
美国商会9月最新调查
显示，78%的受访企业
表示对未来五年在华业
务展望持“乐观或略微
乐观”态度，比202 0
年提升近20个百分点。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
承认，与中国贸易“
脱钩”在全球经济背景
下并不现实，美需思考
如何与中国“再挂钩”
。希望美方真正改弦
易辙，通过政商共同努
力，使经贸合作成为打
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破
冰船”。

谈及中美关系时，

乐玉成表示，今年以
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
总统两次通话，达成重
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
展指明了方向。中美两
国外交代表先后在安克
雷奇、天津，以及上周
在苏黎世举行对话，日
前，刘鹤副总理和美国
贸易代表戴琪举行通
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克里两次访华。中
方同美方保持高层沟通
对话，表明中方始终本
着善意和诚意，积极推
动改善中美关系，对话
大门随时敞开。

乐玉成指出，最近

双方还成立联合工作
组，就处理双边关系中
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
谈并取得进展。这说明
对话合作不可或缺，冲
突对抗没有出路。我们
重视美方近期关于中美
关系的积极表态，希望
美方切实付诸政策和行
动，多干实事，共同
做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
题，回答好这一“世纪
之问”。

【中新社沈阳13日讯】
第十二届辽宁国际农业
博览会暨第二十一届沈
阳国际农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农博会）于13
日开幕。大会邀请重
点采购商174家，现场
签约项目28个，签约
额达218.62亿元人民
币。

本届农博会以“展
示成果、扩大交流、促
进贸易、培育品牌”
为宗旨，以“绿色、健
康、创新、发展”为主
题，旨在提升农业展会
的专业化、市场化、品
牌化、国际化和信息化

水平，将农博会打造成
有特色、高水平、国内
一流、世界先进的国际
农业盛会。

本届农博会由线上2
个板块和线下4个展馆
组成，共有200 0个国
际标准展位。大会落
实参展企业114 6家，
其中196家外埠企业参
展，集中在北京、上海
等11个省市自治区。

记者注意到，位于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E 2
展馆的乡村振兴全媒
体会客厅首次亮相农博
会。该会客厅通过“展
示+应用”的功能融合

及“5G+4K”的技术赋
能，实现了展会的全媒
体直播，同时利用多种
互动方式全景展示了沈
阳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三农发展、食品安
全等重点工作领域的发
展成绩。

乡村振兴全媒体会
客厅进行的全媒体云观
展直播，最大限度满足
了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
农博会、关注乡村振兴
的热情。直播内容包括
展会介绍、主体活动、
高端访谈、主播探馆
等，多位百万粉丝网红
主播参与了农博会的直

播带货，为农村电商充
分引流赋能。

伴随着本届农博会
的开幕，品牌农产品推
介会、三农文化展示、
乡村振兴盛京论坛、农
村电商高峰论坛、金融
助农论坛、产业链招商
大会、以及村企携手共
促振兴、优质农产品项
目发布会、京沈合作对
接会等13项活动也将
陆续进行，丰富展会内
容，深化合作交流。

据了解，辽宁国际
农业博览会暨沈阳国际
农业博览会经过多年发
展，从最初的150个展

位发展到现在的200 0
个展位，农博会的规模
扩大了10余倍，展品
数量、成交金额、参展
企业、参会人数也是逐
年翻番增长。

沈阳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邸瑞峰介绍说，
农博会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从区域性的农业
展会到国际知名的农业
展会，从以农产品销售
为主的“市场型”展会
到涵盖农业所有领域的
综合性展会，辽宁沈阳
着力将农博会打造成展
示辽沈地区乡村振兴发
展的“名片”。

中国副外长：中美经贸关系“连筋带骨”

任何打击都会“伤筋动骨”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沈阳国际农博会开幕 现场签约额逾200亿元

【中新社重庆13日讯】
RCEP第一届国际工程设
计咨询高峰圆桌会议13
日在重庆举行，菲律宾
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
玛友与柬埔寨驻重庆总
领事馆总领事尤索科均
表示，希望RCEP协定早
日生效实施，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2020年11月，历经
8年31轮正式谈判，东
盟10国和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旨在通过削
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建立统一市场。RCE P
协定涵盖全球约30%人
口、3 0%经济总量和
30%对外贸易，是目前
全球体量最大、最具发
展活力的自贸区。

玛友在会议致辞时
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确定和干扰之
下，RCEP协定的签署，
有助于系统性增强区
域稳定性和发展信心，
对菲律宾来说至关重
要。RCE P协定成员国

构成了菲律宾50%的出
口市场和68%的进口来
源。菲律宾希望，RCEP
协定能为该国在制造、
研发、金融服务、游戏
开发、电子商务等关键
领域的投资提供更多便
利条件。菲律宾希望在
今年年底前完成RCEP协
定的内部流程。

玛友称，RCEP协定
能促进成员国经济发
展，为中小企业进入相
关商品和服务市场提供
重大机遇。RCE P协定
作为菲律宾和中国开展
健康经济关系和深化商
业合作的强有力纽带，
打开了100多个领域的
开放贸易窗口。RCE P
协定、东盟互联互通总
体规划、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以及菲律宾
的“建设、建设、建
设”项目等成功落地，
都将进一步助力菲中两
国，实现人民更富裕、
社会可持续、未来更公
平的共同愿望。

尤索科表示，柬埔
寨国民议会已在今年通
过法律草案，批准了

RCE P协定。柬埔寨特
别希望RCE P协定能在
2022年1月1日前启动
并运行。RCE P协定为
柬埔寨提供了一个更高
水平开放的广阔舞台，
以扩大经济增长基础和
工业化潜力。柬埔寨希
望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能
从2020年的81亿美元
增长至2023年的100亿
美元。希望中国企业加
大对柬埔寨的投资，尤
其是给予在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
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和帮
助。

RCEP第一届国际工
程设计咨询高峰圆桌会
议旨在通过相关主题演
讲与讨论，支持行业企
业加深对RCEP协定相关
政策的了解，汲取中国
与其他RCEP协定成员国
在区域经济和工程领域
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
就战略合作机会交换意
见，通过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全面提升RCEP各
成员国区域间互联互通
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合
作。

【中新社北京1 3
日讯】中国国家能
源局13日发布9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
显示，1-9月，中国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1651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2.9%。

分产业看，第一
产 业 用 电 量 7 5 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 8 . 9%；第二产业
用电量4098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2.3%
；第三产业用电量
10826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20.7%；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90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

国 家 能 源 局 表
示，9月份，中国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
全社会用电量持续
增长，达到6 9 4 7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8%，两年平均增
长7.4%。

从分产业的单月
用 电 量 来 看 ， 9 月
份，第一产业用电量
9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4.9%；第二产业
用电量4 4 5 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0%
；第三产业用电量
1 2 9 2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2.1%；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11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

中国近期电力总体
呈现出偏紧态势，一
些地区还出现了拉闸
限电的状况。官方预
计，今年冬季，受经
济稳定增长、取暖用
电快速增加等因素影
响，预计全国最高用
电负荷将逐步攀升，
有可能超过今年夏季
和去年冬季峰值。

不过中国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强调，
今年冬季中国全国总
装机将达到24亿千瓦
左右，同比增加约2
亿千瓦，有效顶峰负
荷将再提高6000万千
瓦以上，顶峰发电能
力可以超过12亿千瓦
以上，全国最大发电
能力能够保障最高用
电负荷需求。

菲、柬驻渝总领事期待RCEP早日生效 

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
前三季度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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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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管 陈 雨 菲 没 有 出
场，但中国队还是总比分
5-0拿到三连胜，何冰娇
和王祉怡逆转对手，陈清
晨/贾一凡、黄东萍/李
汶妹和韩悦均直落两局拿
下，中国队小组第一进入
八强。日本队同样5-0横
扫印尼队，也是三连胜占
据小组第一。

尤杯国羽5-0丹麦获三连胜
何冰娇逆转凡尘组合横扫
尤杯中国队小组赛前两

场难遇挑战，先后以5-0
轻松击败加拿大和马来西
亚，丹麦队则以两个4-1
分别击败两个对手，也拿
到两连胜的战绩，与中国
队一起携手出线。本场比
赛奥运冠军陈雨菲休战，
中国队由何冰娇、陈清晨/
贾一凡、王祉怡、黄东萍/
李汶妹和韩悦出战。

第一场，何冰娇出战
克里斯托福森。首局何
冰娇在一堵18-12领先的
情况下被对手反超，追回
局点在21平后连丢2分以
21-23惜败。第二局何冰
娇强势反击，3-5后连得
7分确立优势，此后一直
保持领先，以21-13扳回
一局。决胜局双方一度很
胶着，15-14后何冰娇连
得4分，最终以21-15拿
下实现逆转。

第二场陈清晨/贾一
凡迎战马格伦德/拉文。
双方实力差距明显，陈
清晨/贾一凡直落两局，
以21-10和21-14轻松拿
下。第三场王祉怡面对杰
克斯菲德，首局完全被
压制，暂停时已经6-11
落后。无力追分以12-21
先输一局。第二局两人打
到15平，王祉怡抓住机

会连得6分，以21-15扳
回一局。决胜局王祉怡在
前半局落后的情况下追至
8平，8-10后连得6分反
超，压制住对手以21-17
拿下，成功逆转为中国队
锁定胜局。

后面两场无关最终的胜
负，第四场黄东萍/李汶
妹直落两局，以21-19和
21-15击败博尔/波尔森，
最后一场韩悦以21-17和
21-9击败雅各布森，中国
队最终总比分5-0击败丹
麦队，三连胜获得小组第
一进入八强，丹麦队两胜
一负列第二晋级。

卫冕冠军日本队与同

为两连胜的印尼队争夺小
组第一，第一场山口茜对
阵玛利斯卡，首局21-7
大胜后第二局以21-16拿
下。第二场女双，松本麻
佑/松山奈未也是连下两
局，以21-14和21-19取
胜。第三场女单，高桥沙
也加以21-14和21-19拿
下，日本队提前锁定胜
局。第四场福岛由纪/东
野有纱以21-9和21-10
获 胜 ， 第 五 场 大 堀 彩
21-14和21-7拿下，日
本队总比分5-0横扫印尼
队，三连胜占据小组第一
出线，印尼队两胜一负排
名次席。

尤杯国羽5-0丹麦获三连胜 

何冰娇逆转凡尘组合横扫
【网易体育13日讯】2021年汤尤杯羽

毛球赛继续在丹麦奥胡斯进行，尤伯杯小

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与丹麦队争夺小组

第一。

【新浪体育13日讯】社
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张雨霏
负重做引体向上的视频，
她咬牙用力到腿都发红，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让网
友大呼励志。

视频中，张雨霏最开
始脚上绑着2 5公斤的杠
铃片，她做了3次引体向
上之后提出挑战更重的重
量，就将杠铃片加到了35

公斤，重量随后又增加至
4 0公斤，原本已经完成
了训练计划，但最后张雨
霏提出要挑战44公斤的负
重，但可以看出，张雨霏
身体已经很累了，手也发
软握不住杠了，但她仍在
坚持。

张雨霏东京奥运会斩
获两金两银，成为了中
国游泳队最炙手可热的

新星，在随后的全运会
上，“劳模”张雨霏参
加了7个项目的比赛，结
果拿到了4金1银的好成
绩。但正所谓“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看到
张雨霏场下如此辛苦的训
练，以及她不断挑战自己
的意志品质，就不难解释
为何她能取得如此成绩
了。

【网易体育13日讯】
20 2 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 赛 A 组 的 一 场 大 战 开
打，欧洲劲旅葡萄牙在主
场对战卢森堡。上半场
比赛，C罗两次主罚点球
得分，B费破门。下半场
比赛，帕利尼亚头槌破
网，C罗打入本场比赛第
三球。全场比赛结束，葡
萄牙在主场5-0击败卢森
堡获得了胜利，目前在A
组积16分，少赛一场落后
塞尔维亚1分暂居第二。

两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
18次对决，其中葡萄牙队
取胜16次，卢森堡取胜1
次，还有1场比赛两队踢成
平局。最近的11次对决，
葡萄牙更是获得了1 1连
胜。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
在今年3月份的世预赛中，
当时葡萄牙在客场3-1击
败卢森堡获得了胜利。

葡萄牙首发：1-帕特里
西奥、20-坎塞洛、3-佩
佩、4-鲁本-迪亚斯、19-
努诺-门德斯、16-帕利尼

亚（73'	18-鲁本-内维斯）
、8-穆蒂尼奥（65	 '23-
若昂-马里奥）、11-B费
（80'	 17-格德斯）、9-A
席（73'	 15-拉斐尔-莱
奥）、10-B席（80'	 21-努
内斯）、7-C罗。

卢森堡首发：1-莫里
斯、17-迈克尔-平托（87'	
20-穆拉托维奇）、13-卡
尔森、2-查诺特、18-延
斯、15-奥利维尔-蒂尔
（46'	 11-博格斯-桑切
斯）、16-巴雷罗、8-马
丁斯-佩雷拉、9-塞纳尼
（87'	7-维加）、21塞巴斯
蒂安-蒂尔（46'	 14-德维
尔）、10-罗德里格斯。

【网易体育13日讯】
202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
赛进行了I组第8轮的一场比
赛，英格兰在伦敦温布利
球场迎战匈牙利。两队1-1
打平，两个进球都在上半
场，卢克-肖送点罗兰-绍
洛伊主罚为匈牙利取得领
先，斯通斯扳平比分。本
场后，英格兰小组赛6胜2
平20分排名小组第1。

两队有23次交锋英格兰
16胜5平2负。英格兰上次
输给匈牙利还是1962年世
界杯正赛，之后两队14次
交锋英格兰12胜2平。英
格兰本场继续使用433阵
型，凯恩、斯特林和格拉
利什组成进攻三叉戟，三
中场中福登和芒特也是进
攻型球员。

英格兰（433）：1-皮
克福德/2-沃克、5-斯通
斯、6-明斯、3-卢克-
肖/8-福登、4-莱斯、11-
芒特/10-斯特林（76’	
1 4 -亨德森）、9-凯恩
（76’	18-亚伯拉罕（92’	
23-沃特金斯））、7-格拉
利什（62’	19-萨卡）。

匈牙利（3421）：1-
古拉奇/2-朗、3-克塞
克斯、4-阿提拉-绍洛
伊/7-内戈（92’	 14-
博洛夫）、8-亚当-纳
吉、13-沙费尔（79’	18-
维克塞）、5-兹索特-纳
吉/10-索伯斯洛伊（92’	
23-尼科利奇）、20-罗
兰-绍洛伊（79’	 21-哈
恩）/19-舍恩（68’	11-
霍兰德尔）。

【网易体育1 2日讯】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周日声
称，他被禁止现场观看一
场足球比赛，因为主场俱
乐部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疫
苗的球迷进入体育场。

报道称，这场比赛是巴
西甲级球队桑托斯足球俱
乐部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首次举办的有球迷在场的
联赛比赛，但俱乐部坚持
只允许接种过新冠疫苗的
或核酸检测呈阴性的观众
入场观看。

博索纳罗在对媒体发布
的一段视频中说：“我现
在想看桑托斯的比赛，他
们告诉我，你必须接种疫
苗。为什么？”

路透社指出，博索纳
罗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并
鼓励其他人也效仿这种做
法。此前他还称自己曾经
感染过新冠病毒，因此产
生了抗体。

报道称，巴西总统博
索纳罗是一名狂热的足
球迷，他在桑托斯附近度
过这个周末，目前尚不清
楚他是否曾试图进入体育
场。桑托斯俱乐部的一名
发言人表示，总统团队并
没有与俱乐部接洽，但所
有球迷都必须遵守国家的
卫生规定。

另一方面，巴西卫生部
8日晚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18172例，累计确
诊21550730例；新增死亡
615例，累计死亡超60万
例，达600425例。

目前巴西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数仍位列全球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

死亡病例数位居第二，仅
次于美国。另据英国牛津
大学下属的全球变化数据
实验室相关项目统计，巴
西今年以来的累计新冠死
亡病例数为40.5万例，高
于美国，居全球第一。

世预赛-C罗戴帽B费破门 

葡萄牙5-0卢森堡暂列第2

世预赛-卢克-肖送点斯通斯扳平 

英格兰1-1匈牙利

奥运冠军张雨霏负重44公斤做引体向上

没打疫苗，巴西总统想看球赛被拒！

俱乐部：不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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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养老

家庭消费仍以年轻人为重 高龄老人有多个儿女依赖

老人消费潜力还没完全释放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理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胡乃军

生态环境

运输成本高 回收没场地 管理缺体系

大件垃圾“花钱扔”是趋势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蒋建国

本报实习记者 王军利 本报记者 雷 妍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
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数量
和高龄老人数量将快速增
加。2010 年“六普”与 
2000 年相比上升了不到 
3%，而此次人口普查数
据中，这一比例与 2010 
年比上升超过7%。在老
龄化社会的路上,我们正
在一路小跑。如何才能让
身处其中的老年人更好地
安度晚年？规划好养老资
金不可或缺。

50岁后消费水平一路下降
按照西方经典经济学理

论，人口老龄化会自然带
来老年消费的整体上升，
使老年人成为消费的主力
军，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就将由老年人的数量和年
龄结构决定。

单独从老年人消费情
况来看，这一趋势已经初
露端倪。根据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
调查 ，2014 年中国城
乡老年人人均消费支出为
14764 元。其中，日常生
活支出占56.5%，非经常
性支出占 17.3%，医疗
费支出占12.8%，家庭转
移支出占 9%，文化活动
支出占 3.2% ，其他支出
占1.2%。从上述数据可
以看出，老年人消费中，

日常生活必须品支出占
比最高，其他费用，即便
是医疗费用支出也占比不
高。可见，我国老年人是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总体
消费意愿不强。但同时，
我们也发现，与 2010 年
相比，老年人在日常生活
支出、医疗费支出、其他
支出占比降低，非经常性
支出、文化活动支出、家
庭转移支出占比提高。这
表明城乡老年人消费行为
正在逐步由生存型向文化
休闲型转变。

然而，从整体消费水
平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我国，老年人消费占
比并不高。观察分年龄
段消费曲线可以发现，我
国人口消费高峰在15 岁
~40岁，35 岁达到峰值
点，50 岁以后一路下
降，直至非常低的水平。
而在德国、日本、瑞典等
超级老龄社会国家，5 0 
岁后消费逐年上升，到 
60 岁~65 岁达到峰值
点，此后缓慢下降；而在
美国，在30 岁~65 岁期
间进入消费高峰期。

哪些原因影响老人消费
潜力的释放

我国与其他老龄化国
家为何会出现上述消费

差异？笔者认为，年龄
结构决定了老人身体特
征，而老人消费潜力释放
是在重度老龄化阶段。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度老
龄化社会相比，中国目
前还是一个相对“年轻
的”老龄化社会。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
征，老年生活大致可以
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身体状况良好，有
独立生活能力，需求主要
为日常生活相关，中国现
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所
以广场舞事业发展是有基
础的；到了第二阶段，老
人会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
态，需要生活协助；而到
了第三阶段，也就是高龄
老人阶段，处于完全失
能、失智及临终阶段，需
要完全护理。

预计到2030 年~2040 
年，中国就将进入深度
老龄社会。上世纪80 年
代，80 岁以上老人只占
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三左
右，而 2017 年占比已经
超过 2%，到2050 年会达
到 10%左右。以上海市为
例，1953 年上海 100 岁
以上老人只有1 人，2018 
年已超过2500人，90 岁
以上超过13万人。这意味
着养老需求总量和结构，

将从现在的基本生活、休
闲娱乐，转为生活协助、
完全护理、临终关怀、殡
葬等刚需支出，服务量增
加、变复杂，绝对价格和
整体消费水平将比今天显
著提升。

此外，今天的中国，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养老压
力最大，可是他们的子女
数量平均在 4~5 个左右，
还可以依赖家庭、子女，
并不要很多消费，家庭消
费重心在年轻人上。未
来，中国高龄老人会越来
越多，他们的子女数量却
在急速下降，消费水平也
必将上涨。

养老金规划势在必行
“人活70 古来稀”

时，工作40 年，晚年生
活不足10 年，可能不需
要刻意准备。而在长寿时
代，晚年生活时长逐渐接
近甚至超过工作时长，一
般的储蓄根本无法满足老
年生活和消费，更何况医
疗健康的需求在晚年还不
断上升。为此，做好资产
储备至关重要。

不同于储蓄、理财、房
产等一般性资产，养老资
产应在退休之前独立且锁
定，隔离其他风险；不应
在退休后一次性支付，而

应转化为现金流，并承诺
发放到老人预期寿命，也
就是生存年金。从这方面
看，我们还没有做好充足
准备。

这集中表现在老龄人口
购买能力的不足。2010 年
第三次全国老龄人口状况
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00 
年~2010年间，城镇老龄
人口平均年收入1 7 8 9 2
元，月养老金达到15 2 7 
元；2012 年，城乡居民
月养老金仅为 81 元。
可见，80%老龄人口的收
入，仅能满足温饱需要，
无力购买养老服务。而在
发达国家，老年人购买力
较高,不仅有政府基本养
老保障，更重要的是，伴
随市场运营的养老基金规
模增加，个人财产利得收
入的养老资产占比逐年增
加，政府转移支付比例逐
年下降。

让老年人拥有优雅、
安闲、幸福的生活，需
要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做

支撑，背后必须有较强
的 养 老 资 产 及 管 理 体
系。进一步说，整个社
会的金融体系都要适应
这种趋势，发展养老金
融体系。这一方面需要
政 府 调 整 税 收 相 关 政
策，对养老金融储备给
予足够的税收优惠；另
一方面，企业也需要积
极建立企业补充养老金
制度，现在的企业年金
只是覆盖了1/10 的城
镇雇员；金融机构则应
适时开发相宜的养老金
融产品和管理体系，如
养老理财、终身型年金
险、养老险、养老信托
等。

长寿是好事，但同时也
意味着要为健康生活 、优
质晚年提前做好准备。这
些美好前景不会自然而然
地到来 。 完善的养老金
融体系不是一个人、一个
行业单独可以发展好的，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艰苦准
备与打拼。▲

“求助一下，旧床垫
要怎么处理，物业说不能
直接扔小区垃圾回收箱边
上，要自行处理。”家住
北京市朝阳区的刘女士表
示，因租房重新装修，要
更换一些家具，“两张床
垫八九成新，还可以用
的，虽然不求卖上什么价
钱，但找人上门回收至
少要花200元就太不划算
了。”同样的情形还发生
在东城区的胡女士身上，
她苦笑着告诉记者，“前
段时间处理了七八件旧家
具，总共花了600元。要
放在以前，怎么也能卖几
百块。”

大件垃圾“出手”难
如今，床垫、沙发、大

件电器等“大块头”的丢
弃，已经成了困扰人们的一
大难题。没有地方丢，有些
人只能将这些“大块头”存
放在楼道或地下室里，不
仅影响居住环境，甚至还
会造成火灾等安全隐患。
北京市顺义区某小区的废
品回收人员告诉记者，以
前收购的旧家具，品相好
的会送到二手家具市场，
品相差的送到家具加工厂
拆解零部件再利用，虽然
累点，但也有利可图。现
在，二手家具市场关了很
多，加工厂也不怎么收了，
自己收了也没处送。

“书柜、空调、电器类
的大件可以回收，沙发、
床垫、太旧的木质家具一
般不收。”东城区某小区
废品回收人员表示，如果

需要，他可以帮忙处理，
不过要看具体情况收取一
定费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蒋建国介绍，重量超过5
公斤，或体积大于0.2立
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
整体性强、需要拆解后再
利用或处理的废弃物，包
括废家用电器和家具等
称为大件垃圾。大件垃
圾本身成分复杂，有的
还具有强污染性。比如，
一台废旧冰箱经过拆解，
既有可回收的塑料、电
线、玻璃、线路板等，还
有对大气环境有害的制冷
剂，因此个人很难处置。
而且，大件垃圾分散在各
家各户，废旧后集中放置
也相对困难，因此回收环
节需要专业的公司或机构
来承担，个人分类回收大
件垃圾的难度大。运输成
本高、集中回收场地没着
落、小区管理体系难建立
这三个方面成为了大件垃
圾回收的难题。

多地探索解决模式
“来来来，搭把手!”6

月1 1日上午，在北京市
海淀区清华园大件低值再
生资源回收中转站，记者
看到小区保洁人员正在和
中转站工作人员一起搬运
回收来的木门、床垫等大
件垃圾。居民只需要将大
件垃圾放置在小区专门的
回收点，由物业保洁人员
通过“海淀E回收”小程
序统一预约交投，填写件
数、种类、交投时间，再

拍照上传即可。待回收公
司的工作人员审核通过，
物业的保洁人员派车就近
运输到中转站。不方便运
输的居民也可以预约上门
回收，但需要根据大件垃
圾的种类、件数、运输距
离、居住楼层和有无电梯
支付几十块至几百块的回
收费用。

在海淀区再生资源回
收分拣加工中心的指挥系
统里，当发现中转站暂存
大件垃圾数量累积到一定
数量，系统会自动派出专
业化运输车，将其运至回
收分拣加工中心。数据
显示，2021年6月通过该
平台回收大件垃圾17056
件，其中床垫51 9 3件、
家具11863件，大件低值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已覆
盖海淀区636个社区2199
个小区。曾经社区内堆
放的无主大件垃圾再难看
到，12345北京市民热线
相关投诉率大幅下降。

通过网络预约收集、处
理大件垃圾也已在厦门、广
州等多地展开。北京市海淀
区物资回收公司工作人员刘
一珉说，这一处理方式的问
题在于，很多人仍然觉得垃
圾是可以卖钱的，花钱丢垃
圾“不值”，为此，他们也
在通过活动向居民宣传、推
广“谁产生谁付费”的垃圾
处理意识。

与我国类似，荷兰居民
家中有沙发、冰箱等大件垃
圾，可以与当地市政部门预
约时间，由专业的回收公司
派车收运。在日本，丢弃家

具、家电等大件垃圾，居民
要到便利店购买垃圾处理票
贴在物品上面，它才会被运
走。澳大利亚则每年专门专
门设有几次“大件垃圾丢弃
日”，集中处理大件垃圾。

“回收难题”要变“治理好题”
蒋建国介绍，我国大件

垃圾处理主要有精细化资
源利用和简约式处理利用
两种模式。

精细化资源利用模式
采用“破碎—磁选—风
选—人工分选”的组合技
术工艺，将物料破碎，再
利用磁选技术分选出物料
中的铁质金属，供下游企
业回收再生利用;第二步
利用风选技术，分选出重
物质(木料)和轻物质(海
绵、皮革、布料等)，木
料经人工二次分选去除杂
质后，可以制作成水泥制
造、供热的衍生燃料，轻
物质用于热解或进入焚烧
发电厂。

简约式处理利用模式的
工艺相对简单，用“破碎—
磁选”工艺，将破碎后物料
中的铁质金属分选出来后，
其余物质经过压缩进入焚烧
发电厂处理。近年来，石家
庄、郑州等地的大件垃圾处
理设备都是采用这种简约式
的处理模式，投入产出比相
对较高。

蒋建国说，大件垃圾的
回收价值相对较高。一台
普通电视机拆解后可以回
收3.5公斤塑料、1.4公斤
铁、0.6公斤铜、0.1公斤
铝，利用这些再生资源可

再造17个塑料储物盒、9
个350毫升的易拉罐、600
克铜条。只有当它们从每
家每户集中起来，回收利
用的通道才真正打通。这

个过程需要居民、社区、
企业和政府的协同参与，
共同让“大件垃圾的回收
难题”变成“资源利用的
治理好题”。▲

医学前沿

每周跳舞可减缓帕金森
帕金森是一种常见的老

年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近日，由英国约克大学、
美国帕金森病协会联合研
究发表在《脑科学》杂志
的最新研究发现，轻、中
度帕金森患者每周进行一
个半小时跳舞训练，可以
显著减缓疾病进展。

研究对平均年龄为6 9
岁的轻、中度帕金森患者
进行跟踪测试。每个参与
者都参加了1. 2 5小时的
舞蹈课。随后，研究人员
对参与者进行问卷调查，
并与没进行跳舞训练的帕
金森患者比较，分析跳舞
训练前后大脑神经系统的
变化。结果显示，参加每
周跳舞训练的帕金森患者
日常生活经历有了明显好
转，包括认知障碍、幻
觉、抑郁和悲伤等焦虑情
绪的改善。研究人员还发
现，通过跳舞，显著减缓
了帕金森患者的病情发展
和恶化。

帕金森患者不仅体现
在行动的迟缓，有些患者
还出现“面具脸”。发表

在《国际神经科学杂志》
的一项研究表示，眨眼变
少可能是帕金森的前兆。
正常来说，人的眨眼频率
通常为每分钟17次左右。
而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眨
眼频率有时会显著降低，
导致 “面具脸”的风险
增加，或是眼睛感到不
适，甚至视力受损。研究
指出，人的大脑黑质区在
失去多巴胺或多巴胺能神
经元时，就会患上帕金
森病。眨眼频率减少可能
反映了一种补偿机制，在
帕金森病早期，增加光线
暴露，使人体减少褪黑激
素产生，增加多巴胺的分
泌。

目前还没有更完善的
帕金森病干预措施，通常
是用药物进行干预。但从
研究看，跳舞不仅是一种
能够刺激听觉、触觉、视
觉和动觉的最佳运动，还
是一种增强社会互动的方
式。因此，“跳舞疗法”
将来很可能成为预防和
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手段之
一。▲（廉 政） 



平澜摸着手上的
箫，似乎在考虑
什么，一时拿不

定主意。
李炎赫不由得想起郎先生
的提醒，主子很可能为了
张大夫插手此事，可是主
子如今万不能引人注意。
“主子，郎先生以为不要
插手此事比较妥当。”
“郎先生担心会让人察觉
到我在此地吗？”
“虽然皇上派来追捕的人
只跟着主子到了山城县，
可是山城县离宜县太近
了，宜县若闹出事情，
难保不会让人想到主子身
上。”李炎赫劝道。
“不要让人注意到宜县不
就好了吗？譬如，可以透
过姜家将此案悄悄在江南
士子之间传开来。”
李炎赫不得不说郞先生真
是厉害，已经猜到主子会
如何采取行动。“张大夫
介入此案过深，只要此案
闹大了，张大夫的名字势
必被提起，宜县就不可能
不被注意。”
是啊，她对此案一直非常
关心，即使借着姜家操纵
此事，也免不了她暗中提
供协助的嫌疑人。

“主子别急，总会有机会
整治秦老爷和媛娘，别忘
了，秦老爷可是应州城最
大商贾，还怕没有人等着
落井下石吗？”见赵平澜
皱眉，李炎赫又劝道。
这倒是，他只要对付得了
皇上，还怕整治不了一个
商贾吗？
只是，这几日他看张水薇
经常失神，想必一直惦记
着这个案子，他觉得很心
疼……
为何她会如此在意这个案
子？过去她究竟发生什么
事？
“炎赫，张家……算
了。”虽然炎赫提过在此
打探消息不易，但是以郞
先生的谨慎。
为了确保他住在此地很安
全，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
法查清楚张家的底细。
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郎先
生绝不会主动告知张家的
事，而他总觉得不应该过
问张家的事，既然不能坦
诚相待，他有何资格探人
隐私？
李炎赫困惑的看了他一
眼，不过，也没纠缠不
放，“主子还有事吗？”
“齐妃的事有消息了

吗？”
“还没，一有消息传过
来，我会立刻过来见主
子。”
“不必，按着我们的约
定，何时该来就何时
来。”
李炎赫点了点头，行礼告
辞，转身融入夜色当中。
半晌，赵平澜迈开脚步穿
过竹林，来到张水薇居住
的院子外面。
这几日睡前来看她一眼，
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虽然
知道自个儿不应该过于关
心她，可是，就是放心不
下……
不知何时开始，她已经成
了他每日一定要叨念的
人，不见，总觉得心儿空
空的，见了，就是皱眉，
也是实实在在。
时间久了，张水薇就会忘
了秦夫人的事，赵平澜相
信隐瞒调查得来的消息对
张水薇最好。
可是，又觉得实言相告
也许更能帮助她认清楚
现实，反而不会纠结此
事……
这真是左右为难。
念头一转，他已经不知不
觉走进张水薇的院子并来
到房门外，可是正要举起
手敲门，就听到声音响
起，他连忙退到旁边的阴
影处。
“三哥哥，求求你，又不
是教你翻墙潜入秦府，你
就不能帮个忙吗？”张水
薇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原就略带沙哑的声音更显
得粗哑了。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事我们不能插手。”张
柏斌快要抓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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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对燕芬的坚强，可以说佩
服到了极点。
我走到了帐幕的口子前，沉声

道：”燕小姐说得对，王彦，你要勇敢
些！”
我的突然出现，突然出声，使得王彦和

燕芬两人，陡地尖叫起
来，帐幕的另一端，突
然凸了出来，那自然是
他们两人，都缩到那里
去的原故。但是他们是
出不了帐幕的，因为我
守住了帐幕的出口。
我以尽可能快的语调，
急急地道：”你们不必
怕，我是卫斯理，我在
昨天就发现你们了，如
今我虽然看不到你们，
但是你们的情形，我在
昨 天 ， 已 经 完 全 知 道
了，你们不必害怕，我
绝对是你们的朋友！”
王彦颤抖的声音，传了出

来：”你准备将……我们怎么样？”
我道：”我当然不会将你们怎么样，我
只不过是来请你们帮助我。”
王彦上下两排牙齿，在”得得”相
震：”帮助你？”

我连忙道：”是的，我需要你们的帮
助。”
燕芬的声音，比王彦的镇定很多，但是
也一样充满着恐惧。
她道：”卫先生，你既然已经知道我们
的处境，我们如今的情形，我们还能给
你以甚么帮助？”
我道：”可以的，你们必需听我详细
说，必需消除心中的疑虑，直到如今为
止，只有三个人知道你们的遭遇，一个
是我，和你们在一起。”
王彦道：”还有两个呢？”
我道：”一个是罗蒙诺教授，他已到埃
及去了，当然不会再来害你，还有一个
是勃拉克，就是那古怪的男子，他是国
际间最冷血的凶手，他的职业便是谋
杀。”
我听得帐幕之中，传来了王彦的一下抽
噎声，而燕芬却没有出声。
女人在遇到非常变故的时候，远较男性
为镇定……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说
的，现在，我相信那心理学家的话了。

真正的女性，是远比男性镇定的，至于
那些动不动就喜欢发出怪叫的女人，并
不是不够镇定。
只不过想表现她们的娇小和柔弱而已，
事实上，怪叫的女人，比牛还壮！
我继续道：”而勃拉克的情形，比你们
略好些，因为他已成了一个全身透明的
透明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据目
前所知，至少已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元首
的生命，是任何人所无法保护的了。”
燕芬道：”那……我们又能帮忙你甚么
呢？”
我沉声道：”我要知道你们的遭遇，你
们所遇到的一切事。”
王彦和燕芬两人，静了一会。
王彦的声音，也不像刚才那样恐怖了，
道：”那……又有甚么用？”
我叹了一口气：”那可以使我明白整个
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去对付勃拉克，
或是设法使你们两人，回复原来的情
形，你们一定要详细和我说！”

“你说得可真简单，如果我因此跟老妈
争吵，受苦的人可是我。”她期待下嫁
的男人已经娶了别的女人，她也没什么
好争的，又何必跟老妈过不去呢？
“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怎么可以不付
上代价？”
“我没有办法象大哥一样。”
莫颐晙无所谓的耸耸肩，“这是你的人
生，你想拥有自主权还是当个听命行事
的傀儡，取决于你。”

“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爸妈已经
知道齐夏天的事，而且很不高兴。
你不愿意当医生也就算了，至少应
该找个医生当老婆。”略微一顿，
莫怡香的口气变得小心翼翼，“听
说他们准备帮你安排相亲，对像是
莫氏医院的医生。”
冷哼一声，他实在搞不懂姓莫的都
在想什么。“我都敢不读医科了，
又怎么会让他们左右我的终身大
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齐夏
天不配合你，怎么办？”

他不解的扬起眉，“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齐夏天对你来说是结婚对象，她
就必须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否则，你怎
么留住她？”
是啊，父母没办法左右他的婚姻大事，
可是若他们从齐夏天那边下手，事情就
很难说了。
齐夏天绝对不是弱者，她也不会任人欺
负，问题在于，她至今还没接受他的感

情。
若是母亲这个时候跳出来搅局，她觉得
跟他在一起很麻烦，因此退缩，他就永
远别想拥有她了。
“虽然我跟齐夏天接触的机会不多，可
是看得出来那个女人很有个性，脾气也
不好，总之就是个难缠的狠角色。老实
说我很惊讶，还以为大哥喜欢的是那种
温柔纤细的女人。”
“为什么我会喜欢温柔纤细的女人？”
她左右看了他一眼，“你喜欢的风格不
就是这种Style吗？”
失声一笑，他伸手敲了下她的脑袋
瓜。“傻丫头，爱情不是由个人的嗜
好、兴趣来决定的。”
“可是大哥怎么会看上这么难缠的女
人？”她做了一个鬼脸，“等老妈正式
跟她交手，你未来的生活恐怕没有一刻
安宁。”
他不在意，倒是很好奇她将如何跟老妈
交手，会如何对付老妈。
真是令人充满期待，不过他必须赶在老

妈找上她之前，先让她点头答应跟他在
一起才行。
她并不是个轻易许下承诺的人，却是个
很有责任感的人，相信一旦下定决心，
她就会坚定的守住他们的约定。
最近他没有出现在齐夏天面前，可是早
上醒来和晚上睡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传
简讯给她，这就好像在写情书，不知道
她是否感觉到他的真心了？
从没想过他会这么勤劳的“写情书”给
一个女人，一天两封，比他过去三十二
年说过的情话还多。
原本他计划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另
外一种方式向她表达情意，可是现在看
来，计划必须更动，时间也被迫提早
了。
她要不要将小薇的近况告诉何书尔？这
个问题她想过一天又一天，还是拿不定
主意。
虽然她和何书尔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
可是她真的不想自找麻烦，插手管他和
小薇的事。

(58)

人生来来去去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要将心照顾
好。
来时尽本分。
趋势无遗憾。
人生就有了价值

(40)

(31)

急传警龙门医隐等人，遂乘摩伽
师徒忙于抢救之时，急忙绕往前
洞。

行经摩伽仙子所居之处，瞥见一个白磁
花盆之中，培着一本九叶灵芝。此芝昔
年衡山也产一本，被师傅采来与自己
服食，功力因之增进不少，故而认识。
暗想眼看此洞即毁，这类千古难逢的
灵药，糟蹋可惜，遂一把折断，揣向怀
中。
等他到达前洞发话报警，柏青青闻声识
人，扑将过来，撕下他半幅衣襟。葛龙
嚷知道危机一发，哪里还能纠缠，急忙
引导众人，逃出洞外。
跟着就是柏青青愤急过度，吐血晕倒，
和天魔洞内火药爆发。
葛龙骧人虽遁逃，但何曾去远，眼看着
心上人被自己害得那等瘦骨支离、憔悴
淬可怜神态，忍不住在暗中捶胸生悔，
情泪如倾。
但此时无颜再出，只得暗暗跟随众人。
直到枫岭关投店，独臂穷神点倒龙门医
隐，与天台醉客及谷飞英三人往四外
搜寻等情，葛龙骧均在暗处看得一清二
白。
而这几位前辈奇侠，也因柏青青沉疴难
救，个个心烦，致未发现他就在附近潜
匿。
葛龙骧遂找民家寄宿，等到夜静更深，
带着自天魔洞内盗来的那本九叶灵芝，
去往柏青青房中。
先点了她黑甜睡穴，然后把灵芝嚼碎，
一口一口地哺她服下。
灵芝哺完，眼看着这在榻上横陈的玄衣
龙女，葛龙骧不禁又是一阵阵的思潮起
伏。
暗想纵然灵药生效，但青妹是病从心
起，除非自己露面，不然再好的仙丹灵
药，也不能使此病除根。
而且黑天狐宇文屏委实诡诈万端，她又
居无定所，此次机缘错过，不知何日才
能再度遇上，是否应该与龙门医隐等人
坦诚相见，合力搜诛。

但自己变成这副丑态，青妹一见岂不更
为伤心。
他正在百绪纷纭，无法自主之际，突听
杜人龙房内已有响动，吓得葛龙骧不遑
多想，轻轻出室，带好房门，便行回转
所住民家。
次日不知所哺灵芝，可曾生效，遂潜至
众人所居旅店附近打探，恰好碰上独臂
穷神柳悟非在店门口装模作样的大发雷
霆，用“七步追魂”掌震大树。
葛龙骧一听柏青青仍未见愈，不由急
煞。眼看龙门医隐、独臂穷神等人纷纷
再度出店，搜寻自己，遂等到夜来，
再往店中探病，终于中计被众人堵在房
中，揭破庐山面目。
他把别来遭遇，絮絮讲完，众人各均嗟
叹不已。
柏青青此时听出葛龙骧对自己依然爱重
情深，哪里还有丝毫恨意。看着他冠玉
双颊上的紫黑疮疤，想想他万死一生所
吃的种种苦头，好生怜惜，芳心欲碎。
遂拉着爹爹，暗问究应先帮他找黑天狐
宇文屏报却杀父之仇，还是应该先上蟠
冢山和大雪山，夺回碧玉灵蜍及找寻千
年雪莲，为他恢复容貌。
龙门医隐对葛龙骧拈须笑道：“贤侄连
脱大难，反悟前因，可喜可贺！令先尊
葛大侠昔年与我等均是旧识，故人有
子，更足欢愉！不管论情论理，当然是
先报仇为是。但宇文屏纵横江湖这多年
来，就没听说过她住在何处。海外孤岛
之上，把昔年恶迹败露；仙霞岭天魔洞
内，又劝说摩伽仙子不成。她自知奸谋
恶行一齐败露，必然越发深藏，天涯之
大，一时还真无处寻找。不过后年黄山
论剑，我料她必与苗岭阴魔邴浩联手同
来，那时葛贤侄的恩师不老神仙，与冷
云仙子的功行也满。三曹对面，了结恩
仇，岂不更好？贤侄生母之存亡下落，
大概除你恩师之外，别无人知。他此时
功行正在紧要，不能惊扰，故也只好留
待后说。”
“至于贤任复容之事，东海神尼觉罗大
师所说的两样灵药奇宝，其实仅需千年
雪莲一样。那碧玉灵蛛，因我已有用千
岁鹤涎及朱藤仙果所炼灵药，足清百
毒，可以代替。但此宝既系青衣怪叟邝
华峰自悟元大师手内夺去，也应取回。
何况飞英侄女还要找那朱砂神掌邝华亭
报杀母之仇，所以蟠冢之行，势在必
去。但目前所急，却还在那千年雪莲，
因此物虽听说大雪山中有产，但极为稀
少难寻。而西藏去此，更是迢迢万里，
似应早为之计呢。”
葛龙骧知道龙门医隐所说，均是实言，
那黑天狐一时确实很难找到。正待称
是，独臂穷神已行说道：“老怪物此言
正合我意，我们分道而行。你带着你女
儿和葛龙骧，上西藏大雪山去找那千年
雪莲；老化子和老酒鬼等四人，上蟠冢
山找邝家两个老怪，夺回碧玉灵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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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健 康 美 食 皮 肤 毛 孔 粗

大，长出讨厌的黑头，令很
多女性非常烦恼。而一些广
告抓住女性急于变美的心
理，宣扬可以轻轻松松去黑
头，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
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
师闫玉红提醒，急于求成的
去黑头方法，可能正在损伤
你的皮肤。想要皮肤变好，
有一些中医小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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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瘦人“增肌”天然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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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饭真的
适合你吗？

本版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杨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爱美的、健身的人，都相
信不吃或少吃主食的饮食方
式。很多人对此一知半解，因
为听说吃饭容易胖，就直接只
吃肉和菜，从此视主食为“敌
人”。

中国以前的膳食模式都是以
主食为主，主食当中还有很多
的薯类、豆类和五谷杂粮。中
国人也特别喜欢种菜吃菜，是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以前的饮
食当中，肉食和油脂都并不会
很多。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肥
胖的人并不多，也很少听说患
有三高、冠心病、动脉硬化之
类的疾病。

后来我们经济发展了，饮
食模式也随之改变，植物性食
物减少，动物性食物增多，油
脂也越来越多，肥胖的人也逐
步增加。到底是什么出现了问
题？

在多数针对欧美人群的研
究当中，结果显示限制碳水化
合物的摄入可带来显著益处。
于是就有了“主食容易引起肥
胖”的结论。

但是，这个答案中国人也适
用吗？中国也有人做了相关的
研究：2 0 1 6 年4月3 0日— 
1 0月3 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和浙江大学共3 0 7名健
康成人（年龄1 8 —3 5岁，体
重指数< 2 8），参与了为期6 
个月的全喂养试食研究。受试
者被随机分为三组，在三组的
膳食结构中其蛋白质来源的能
量均占1 4 % ，而不同的是三
组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量。
经过6 个月后，研究发现低脂
肪、高碳水化合物组的体重减
轻显著大于其他两组，且腰围
变化也是最明显的。

所以，或许米饭、包子、馒
头这些不是健康的敌人，而是
我们吃得太多，并且太多都是
精加工的食物。

近年来，人们已经不是单

纯地追求“以瘦为美”，有

的人希望减肥，也有的人希

望“增肥增肌”。

“增肌”的人群也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健美的

目的，希望能拥有更加强壮

的肌肉和好看的体型，因此

会配合各种高强度的健身锻

炼；而更常见的另一类，则

是体质较为虚弱的“瘦子”

，只是希望自己能长得“壮

实”一点，因此会更注重饮

食的调理和适当的运动。然

而，让“瘦子”们泄气的

是，有时候就是“怎么吃都

胖不起来”。

从中医的角度看，这类人

多合并有“脾虚”的问题，

因此再怎么吃也吸收不好食

物里的“ 精华”。而有一

味很“ 家常”的本草，就

很适合这类体质的“瘦子”

吃，这就是山药，也叫“淮

山”。

老百姓都知道，山药能够“

健脾”，这也是为什么山药可

以“增肌”和“补充精力”的

原因。通过“健脾补脾”，山

药能促使营养吸收得更好。从

食物中提取“ 水谷精微”，

主要依靠脾胃，如果把人体比

喻成一部机器，那么脾胃就是

重要的能源站；有它源源不断

地供给充足的能量，人才会精

力充沛且身体强健。

市场上常常可见到“ 铁棍

山药”在叫卖，长长的“铁

棍”比一个小孩子都要高，

而且还长得白白胖胖的。这

说明山药的根不仅可以扎得

非常深，而且还能把丰富的

养分储存在块根里。古人据

此认为，山药能够“吸收”

到土壤深处的精华，能帮助

脾胃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营

养。而且，山药还能帮助人

体把这些“精华”储存起

来，因此瘦弱的人吃了便

能“增肥”。这等于山药发

挥了双重作用，既能健脾又

能养脾。

《本草衍义》中说，入药

最好是用干山药。而生山

药，也就是新鲜的山药，汁

液多而黏，健脾止泻的效力

不如干山药好。反之，如果

是本身偏阴虚，吃了干山药

容易上火的，反而适合吃新

鲜山药，润而不燥。

山药本身并不是高蛋白质的

食物，能增肥是因为它具有“

健脾养胃”的功效。“增肥增

肌”的说法也不是没根据的，

《神农本草经》中说山药“味

甘，性平微温”，“主健中补

虚，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

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

。《本草崇原》里强调说，正

因为山药可以“补虚羸”，因

此能“益肌肉”。

也就是说，山药是个“补

品”，身体瘦弱的人吃了山

药能够变得肌肉强壮，也能

补充精力，增强体质，这

几乎囊括了现代人吃各种贵

重“保健品”所追求的功

效。

控制油脂，从养肺养胃入手
黑头溶液真能去黑头？
黑头，就是黑头粉刺的

一个俗称，它是一种开放性
的粉刺，属于痤疮的一种。
黑头其实是皮脂腺分泌的皮
脂，堆积在皮脂腺当中，接
触空气的部分被氧化成黑
色，就变成了黑头粉刺。

闫玉红指出，一些广告
中推销的黑头溶解液或黑
头面膜，贴在皮肤上面，
一撕下来看到一颗一颗黑
色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少
的。因为我们的皮脂腺里
面的这种皮脂，基本上还
是一种液态或半凝固态，
很少是已经变成一个小球
状的囊状结构，所以，并
不见得有什么东西可以把
它直接溶解和析出。

所谓的黑头溶解液，其实
里面就是一些如水杨酸、果
酸、羟基乙酸这类东西，它
的作用原理是把表皮的一些
包括皮脂腺、角质层造成轻

微损伤，然后把“ 黑头”去
除掉。这样的方式做一次两
次当下是有效果的，但久而
久之对整个皮肤的皮质膜结
构会造成破坏，所以医生个
人不是很推荐。

皮脂膜最外面一层是角质
层，皮脂腺分泌的一些皮脂
其实也是保护角质层的。同
时，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可以
把水分固定住，皮脂膜实际
是一层水油结构的表面膜。
人体皮脂膜能够保持水分，
保持皮肤特定的pH值，保持
一个缓冲和杀菌，有非常大
的保护力度。

很多人在皮脂膜长期破坏
之后就会出现敏感肌。现在
中国女性敏感肌的比例特别
高，很多就是由于滥用护肤
品引起的。

控制油脂分泌才是关键
如果产生黑头，可以到专

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一般要

先消毒，然后拿粉刺针轻轻
地把它清理出来。但是这样
也不能达到完整的清理，因
为它是皮脂腺的一种氧化，
过一段时间皮脂腺一长它就
又会变黑了。所以，根本的
解决之道其实是让皮脂腺分
泌油脂的功能跟自己的身体
相匹配，不要分泌太多油
脂，皮脂腺不要被撑大。

中医认为，皮脂腺是皮
肤毛孔的一部分，所以跟肺
有关系。肺气不足的人，毛
孔也会变大。但是，临床中
发现，它其实也跟胃有关
系。如果经常吃一些热气的
食物，那么毛孔也会变大，
皮脂腺相应也会分泌更多的
油脂。所以，一方面是要养
肺，另一方面是要养胃，吃
一些清润的东西。

闫玉红推荐一个小茶方：
桑叶茶。大概一周2 ─3 次，
一次5 ─10克。桑叶可以清
肺，现代研究证明，它对皮

脂腺有收缩毛孔的作用，可
以减少皮脂腺的分泌，所以
桑叶直接泡水是非常好的。

而且桑叶茶泡出来的水
比较回甘，甚至可以把桑
叶也一起吃了，因为桑叶
的嫩芽本身也是可以做食
物的。春天时，桑叶刚刚
发出来的小嫩芽，可以摘
一些来煮蛋花汤，对肠胃
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们要想让皮肤的
含水量比较好、皮肤比较白
皙、毛孔比较小，还有一个
中医汤方：芙蓉汤，主要食
材是百合。

新鲜的兰州鲜百合是白白
的，一般煮的时候加一点马
蹄先煮个汤底，再把一整颗
的百合放进去，大概滚3 ─ 
5 分钟。这个百合会像一朵
盛开的芙蓉花，所以取名叫
芙蓉汤。这个汤非常清润，
润肺为主，也可以帮助收缩
毛孔。

芝麻酱凉拌菠菜
材料：菠菜200─300克，

芝麻油、生抽、芝麻酱、食盐
适量（1─2人份）

做法：（1）锅内加入适量
清水煮沸，放入菠菜煮熟，
加食盐调味。

（2）捞起菠菜沥干水分，
切段放于碟子上，将芝麻油、
生抽、芝麻酱混合均匀成酱
料，淋在菠菜上即可。

专家点评：菠菜茎叶柔软
滑嫩、味美色鲜，含丰富的
钙和镁，非常有助于稳定血
压和情绪。搭配同样含钙丰
富的芝麻酱，香口美味，和
菠菜就是一个好搭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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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