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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宣布成立国有港口运营商控股公司

并主持东努省 Wae Kelambu 码头落成仪式
【安达拉通讯社】佐科威总统周四（10 月14
日）在东努沙登加拉省（NTT）宣布合并印尼
国有港口运营商PT Pelabuhan Indonesia(Pelindo)
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公司并成立国有港
口运营商控股公司PT Pelabuhan Indonesia（PT
Pelindo ）。总统也为位于东努省（NTT）西
芒加莱（Manggarai Barat）巴霍（Bajo）Wae
Kelambu多功能码头主持落成仪式。
总统希望印尼国有港口
运营商（PT.Pelindo） 与
刚建设落成的Wae Kelambu
功能港口码头将成为我国
运营港口一股强大的动
力，并能够长期发挥有效
作用。
总统在致辞中表示，
从7年前开始，他已下令
国营企业部长指示Pelindo
I、Pelindo II、Pelindo III
和Pelindo IV公司的所有董
事总经理立即将Pelindo合
并为一家控股公司。现在
终于实现国有港口运营商

的合并计划。
至于Wae Kelambu多功
能码头，总统表示希望该
码头可以在未来15-20年很
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使用并
发挥有效作用。总统还赞
赏自2020年8月以来快速建
设和完成的 Wae Kelambu
码头。
印尼国营企业部副
部长卡尔迪卡（Kartika
Wirjoatmodjo）2021年9月
1日表示，印尼国有港口运
营商合并并成立一家控股
公司后将更好地整合全国港

印尼物流成本是
亚洲中最高的
国家
口业务，提高业务标准化水
平，并优化资本支出。
卡尔迪卡说：“合并
后将为Pelindo提供走向全
球的机会，是我国在全球
码头运营舞台具有更竞争
性。预计合并将使Pelindo
成为世界第八大集装箱码
头运营商。合并后，印尼
港口的集装箱总吞吐量将
达到1670万TEU（标准集
装箱）。作为比例，2020
年中国港口全年集装箱总
吞吐量达2.64亿TEU，为
全球最高。
目前，印尼物流成本占
到GDP的23.5%，是亚洲国
家中最高的。这项港口运营
商合并将使印尼物流成本占
GDP的比重在2025年底前有
望降低1.6%。（v）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预计

佐科威总统(中)周四（10月14日）宣布并主持印尼国有港口运营商PT Pelabuhan
Indonesia(Pelindo) 第I、第II、第III和第IV公司与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 （NTT）西芒加
莱 （Manggarai Barat） 巴霍（ Bajo）Wae Kelambu多功能港口合并仪式。

穆迪分析师发出警告

自由港新冶炼厂收入将达到76.7兆盾 全球供应链愈加恶化促使物价更加昂贵

艾尔朗卡.哈尔达托
【印尼CNN 雅加达讯】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
尔达托(Airlangga Hartarto)预
计，印尼自由港公司(PT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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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其新冶炼厂的生产活
动获得高达54亿美元或相当
于76.77兆盾(假设汇率每美
元兑1万4217盾)的收入。
该冶炼厂坐落于东爪哇
锦石(Gresik)的爪哇综合工
业和港口地产(JIIPE)经济特
区。艾尔朗卡解释说，该预
测来自冶炼厂估计的加工能
力，该产能达到170万吨精
矿。他声称这种生产能力是
世界上最大的。
此外，该自由港公司新冶
炼厂的活动可生产约60万吨
阴极铜(katoda tembaga)。艾
尔朗卡说，目前铜价正在上
涨至每吨9400美元的范围，
因此从冶炼厂销售的成果而
获得的收入至少可以达到54
亿美元或76.77兆盾。
他说，“因此，冶炼厂
的投资42兆盾或35亿美元，
仅铜的收入就已达54亿美
元。”
甚至，据艾尔朗卡称，如

果自由港公司也在其冶炼厂
加工其他商品的话，例如黄
金，则该公司的潜在收入仍
会增加。倘若自由港公司加
工黄金和生产约35吨，而金
价每盎司1700美元，则可获
取利润约18亿美元或25.59
兆盾。
然而，如果生产能达到50
吨，则其收入将达到27亿美
元或38.38兆盾。他说，“
所以不妨想象一下，40年
来，其他国家平均享受20亿
美元，无论70%到西班牙还
是日本，所以今天它成为历
史，因为它将全部在锦石生
产。”
即便如此，他表示，自由
港公司的巨大收入潜力需要
得到政府各种政策的支持，
因为自由港公司业务对我国
的经济影响很大。
他补充说，“其经济效
益非常大，尤其是在税收方
面。”(xin)

全球新冠疫情出现大幅退潮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
【点滴网雅加达讯】全
球供应链状况目前处于极
端压力之下。如果全球供
应链状况恶化的话，则可
能会导致物价上涨，从而
减缓全球经济复苏。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分析师称，
在经济复苏之前，这种全
球供应链状况的中断可能
会变得更糟。
穆迪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继续加速，越来越清楚的

是，现在无处不在的供应
链中断将如何阻碍全球经
济复苏。”
此外，目前导致全球供
应链状况恶化的因素有很
多，例如全球疫苗许可证
缺乏，各国的不同限制，
以及民众的高需求。
穆迪写道，“边境管
制和流动性的限制，全球
疫苗许可证缺乏，被困在
家里的人的需求增加已经
冲击了世界，全球生产将
受到阻碍，因为交付不及

时，成本和价格将上涨，
结果在全世界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增长都不会那
么强劲。”
可惜的是，这种情况看
来仍将继续下去。穆迪发出
警告，如果未来会出现乌云
的几个因素，使得供应限制
的恢复极具挑战性。
其中之一是因为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抗击新冠肺
炎(Covid-19)的方式。举
个例，中国的目标是零病
例，而美国却更愿意与作
为地方病的Covid-19 一
起生活。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因
素，因为应对新冠病毒的
方式或观点不同，每个政
府都可以制定不同的与限
制相关的规则和条例。
分析师写道，“这对协
调运输工人进出世界各地
港口或枢纽的规则和条例
带来严峻挑战。”(xin)

新增病例1053例 活跃病例19852例

病毒存在神秘两个月循环周期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3209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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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14日）
累计确诊 :4,232,099 例
疑似患者 ： 460,541 例
新增病例 :
1,053 例
累计死亡 : 142,848 例
累计治愈 :4,069,399 例

【国际综合讯】当地时
间10月13日，世卫组织举行
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全
球新冠肺炎单周新增死亡病
例数量继续下降，已降至近
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除欧洲
外，各个区域的新冠肺炎新
增死亡病例数量都在下降。
但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
据，全球每周仍有近五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实际数字肯
定更高。在日内瓦举行的例
行记者会上，谭德塞说：“
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
的死亡人数。”
10月14日报道据美国《
纽约时报》网站10月4日报
道，过去一个月，美国国
内新增感染病例减少了三
分之一以上。减少的原因
仍有些不明确，而且不能保
证病例数会继续这样下降。
但现在的这种好转势头已足
够强——而且持续时间足够
长——值得引起关注。
报道称，自9月1日以
来，美国国内单日新增病
例数量减少了35%。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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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看，自8月底以来，
感染病例数量也下降了30%
以上。
这种下降与一种模式相
一致：新冠病毒存在着神
秘的两个月循环周期。自
2019年底新冠病毒开始传
播以来，感染病例数量通
常激增大约两个月——有
时因病毒变异，譬如德尔
塔变异株——然后下降大
约两个月。
流行病学家不明白其中
的原因。许多流行的解释
（比如季节性因素或保持社
交距离政策的变化）显然是
不够的。两个月的循环周期
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都发生
过，即使在人类行为没有明
显变化的时候也发生过。
最合理的解释是病毒机
理和社交网络因素二者结
合。或许每个病毒变种都特
别容易感染某些人，而非其
他人——而一旦许多最脆弱
的人被感染了，病毒就会消
退。又或许一个变种需要大
约两个月的时间在一个中等
规模群体中传播。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雅加达综合讯】根据
印尼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公
布的最新资料，10月13
日至10月14日，过去24
小时，印尼国内单日新增
病例1,053例。截至10月
14日，全国累计病例升
至4,232,099例。过去24
小时，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48例，累计死亡病人数
142,848例；新增治愈出院
病例1,714例，全国累计治
愈患者已达4,069,399例。
截至10月14日，现有治疗
中活跃病例降至19,852
例，病毒检测样本258,945
人，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
为0.40%，全国疑似患者
为460,541人。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病例最高地区为中爪哇省
新增156例，其次雅京特
区新增病例113例，接着
西爪哇省新增102例，东爪
哇省新增86例，南苏省新
49例，东加省新增47例，
苏北省新增46例, 东努省
（NTT）新增44例，巴厘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印度尼西亚空军第二作战司令部 (Pangkoopsau)司令
Minggit Tribowo 空军少将（左）周四（10月14日）视察
在东爪哇马格坦Iswahjudi空军基地空军医院（RSAU）的
Efram Harsana 医院进行的疫苗接种活动情况。
岛新增病例42例，廖内省 （ N T B ） 新 增 1 0 例 ， 亚 齐
新增40例，邦加勿里洞新 新增8例，廖内群岛新增8
增38例，西加省新增37 例，苏西省新增7例，西
例，日惹特区新增34例， 苏省新增5例，中加省新增
万丹省新增34例，中苏省 4例，西巴布亚新增4例，
新增31例，北加省新增26 哥伦达洛新增3例，占碑省
例，巴布亚新增17例，楠 新增2例，东南苏省新增,2
榜新增16例，北苏省新增 例，马露姑省新增1例，北
16例，南加省新增14例， 马露姑省新增1例，朋古鲁
苏南省新增10例，西努省 省新增0例。（v）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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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长远发展利益为导向
BRIN将优化研究成果利用
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BRIN）现在的装备越来
越完善了，这是政府引导新机构使其作用更加优化
的一项努力。与研究和技术部分开后，BRIN这个非
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机构成立至今，还没有听说发挥
了什么作用。
现在，佐科威总统为了使其更加完备，成立由
前总统美佳娃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领导
的BRIN指导委员会，有九位杰出人士成为该委员会
成员，包括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国家发
展计划署（Bappenas）负责人 Soeharso Monoarfa、沙林（Emil Salim）博士教授，以及通过微型
水电站（PLTMH）在偏远地区增强社区独立性的活
动家。
BRIN 监管着许多政府研究机构，例如国家航空
航天研究所（LAPAN）、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
（LIPI）和国家核能机构(BATAN)。BRIN的任务是
协助总统进行研究、开发、评估和实施，以及国
家综合发明和创新。BRIN 还负责监督、控制和评
估
BRIDA（地方研究和创新机构）职责和职能的
实施。
预计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将提供更多的指导，使
研究活动更有方向和优化，以长远发展的利益为导
向，优化研究成果的利用，而不仅仅是充塞研究机
构的货架。
将来我国迫切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开发丰富的资
源，实现更大的附加值。投资还旨在通过与中小经
济体的联系计划吸引和提高我国资源利用率，使更
多的社会阶层享受到国民经济的进步。
这一步骤似乎与根据市场需求提高年轻一代能
力的教育部门方针并行。鉴于全球竞争的激烈，国
民教育界必须朝着使学生拥有符合时代要求竞争能
力的方向发展。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新的BRIN机构的重要
性，该机构将协调所有研究和创新活动，努力规划
面临的挑战，并制定必须采取的步骤，使我们所做
的研究符合时代的要求。BRIN将把研究和创新活动
与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联系起来。
2019年关于国家科学技术体系（Sisnas Iptek）
的第11号法律（UU）规定了BRIN的存在。该机构
有望通过综合研究活动成为研究界和工业界之间的
桥梁，并产生许多能够在全球竞争的发明和创新。
BRIN的形成似乎也是由于迄今为止研究活动的
无效。不久前，根除腐败委员会（KPK）发现，只
有43.74%的研究总预算实际用于研究活动。其余
款项则用于其他用途,例如营运开支(30.68%),服
务开支(13.17%),资本开支(6.65%)及教育及培
训开支(5.77%)。KPK还发现了其他各种问题，如
虚假研究、重叠研究、削减研究经费10%-50%、
给予和使用不符合规定的研究经费以及研究经费的
存放。
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政府内部对研究机构的
监管不明确。除了有可能浪费预算外，许多部委开
展的研究也存在重叠、不协调和难以发展的问题。
BRIN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将发挥战略作用，因
为它可以成为协调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如印度尼
西亚科学研究所（LIPI）、国家航空航天研究所
（LAPAN））、国家核能机构（BATAN）和技术评
估和应用机构（BPPT）研究实施的母机构。
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将更加符合制
造业的需求，以支持国家经济的独立。但愿我们的
制造业更具竞争力，输出的产品也更有竞争性。

政府本月14日起允许

19个国家游客入境巴厘和廖内群岛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投资统筹
部长鲁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公
布，我国政府允许19个国家的国际航空旅
客入境巴厘省和廖内群岛。
鲁胡特部长于周三在
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
中说：“根据总统的指
示，海事与投资统筹部
允许19个国家的游客入
境巴厘岛和廖内群岛。”
这19个国家是沙特阿
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UAE）、新西兰、科
威特、巴林、卡塔尔、
中国、印度、日本、韩
国、列支敦士登、意大
利、法国、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波兰、匈
牙利和挪威。
通过视频举行的协调
会议上，鲁胡特透露，
政府允许19个国家游客
入境并非没有根据。
这些国家是已符合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
标准选择的，因为新增
确诊病例处于低位，或
处于1级和2级，阳性率

很低。
“这19个国家的旅客
只能搭乘特定的直飞巴
厘和廖内群岛的航班入
境，”鲁胡特说。
他称，19个国家的
旅客抵达前后必须遵守
我国入境要求，比如入
境旅客必须完成第二剂
新冠疫苗接种满14天。
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书必
须使用英文。接着是出
示出发前3X24小时的
RT-PCR新冠检测阴性报
告。
鲁胡特希望巴厘岛向
外国游客开放能够顺利
进行。政府也会时时进
行评估。
此外，其他国家和
地区（不包括19个国家
名单的国家）的游客，
只能搭乘特定的直飞雅
加达或万鸦老的航班入

【安塔拉通讯社雅
加达讯】数十万剂辉瑞
（Pfizer）和阿斯利康
（AstraZeneca）疫苗于
10月14日抵达我国，这
是第89和第90批的疫苗
到来。
通信与信息部公共信
息和传播总局局长乌斯
曼（Usman
Kansong）
周四（10月14日）在新
闻声明中说，按照佐科
威总统的指示，每一种
品牌疫苗的到来都必须
立即分配，然后尽快的
为社区实施疫苗接种，
以实现达到群体免疫的
目标。
到达的第89批疫苗是
601,380剂辉瑞疫苗，
而第90批是672,600剂
阿斯利康疫苗。截至10
月14日，已收到的辉瑞

601,380剂辉瑞疫苗于10月14日抵达我国。
疫苗总数量为1630万
剂。从各种品牌疫苗到
达我国的总数来说，包
括成品和原材料疫苗为
282,490,700剂。
于10月14日到达的辉
瑞成品疫苗，立即被分

贷款平台，尤其所有非
法网络贷款公司通过发

布虚假广告，来当作诱
饵吸引民众上钩。
据报道，雅京特区
警察局记录来自贷款报
价和收款部门的56名非
法网络贷款公司职员，
警方在场查获52台电脑
（CPU）和56支职员手
机。
根据警方向金融服务
管理局（OJK）查询，发
现这家网络贷款公司是
非法的在线贷款公司，
致使警方于昨日对这家
非法经营网络贷款公司
采取突袭行动并逮捕多
名公司职员。（yus）

我国物流成本比邻国昂贵

佐科威称反映我国物流系统效率低
【点滴网雅加达讯】
佐科威总统强调我国的物
流成本仍然昂贵。这导致
我国的竞争力低于其他国
家，尤其是邻国。
佐科威在第一，二，
三和四印尼港口公司(PT
Pelindo)合并的仪式上传
达了这一点。该四家国有
企业实体合并成为一家印
尼港口公司。
周四，引自detikcom 总
统秘书处的You Tube 频道
上的直播，他说，“与邻
国相比，我国的物流成本
还远远落后于他国。他们
的物流成本仅约12%，而
我们却仍然23%。”
佐科威认为，我国物流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希尔
成本高反映了我国物流系
统的低效率。“这意味着
我们国家的某些事情效率

离的第四天须再进行PCR
检测。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鲁胡特进一步阐明，搭
乘直飞航班入境的所有
游客，需要自费支付隔
离费用。
“因此，出发巴厘岛
或廖内群岛前，游客必
须出示酒店或别墅或船
舶的预订证明，”他说。
前往巴厘岛或廖内群
岛的国际游客，必须购
买价值不低于10亿盾的
保险，并承担新冠治疗
费用。(er/yus)

于本月14日抵达我国

位于丹格朗市Cipondoh县的非法网络贷款公司职员被拘捕
款者都受骗，因此警方
呼吁民众小心使用在线

境，但要符合已确定的
检疫和检测规定。
“入境后需隔离5天。
隔离规定不仅在巴厘或
廖内群岛生效，也包括
通过航空、海港、陆路
口岸入境的所有旅客，
包括印尼移民工人、外
劳、国家民事人员、国
内和外籍公民都要进行
隔离，”鲁胡特说。
在巴厘和廖内群岛
隔离期间，入境的游客
不允许离开隔离场地，
比如酒店房间、私人别
墅、船上等。游客在隔

601,380剂辉瑞和672,600剂阿斯利康疫苗

雅亰警察突袭丹格朗非法在线贷款公司办公室
【安达拉网】雅京
警察突袭位于丹格朗市
Cipondoh镇一家非法
网络在线贷款公司。这
家公司使用13个应用程
式，其中10个是非法
应用程式以进行在线贷
款交易。警方在场逮捕
32名该公司职员，并将
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调
查。
雅加达首都警察公共
关系主任尤斯里（Yusri
Yunus）警察上校于
14日向媒体表示，网络
贷款已成为不少民众借
款的平台，其中不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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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这就是我们建设基
础设施的原因，无论是道
路，港口或者是机场，因

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商品，能够与其他
国家的产品相竞争。”
除了为印尼港口公司
举行合并仪式外，佐科威
总统亦为Labuan Bajo港的
Wae Kelambu多功能码头
举行启用仪式。
陪同佐科威的有交通
部长布迪.卡利阿.苏马迪
(Budi Karya Sumadi)，国
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希
尔(Erick Thohir)，公共工
程与民房部长巴苏基.哈
迪慕里约诺(Basuki Hadimuljono)，印尼港口公司
总裁阿利夫.苏哈尔多诺
(Arif Suhartono)及其他一
些官员。(xin)

配到八个省份，分别是
南苏拉威西、中苏拉威
西、北马鲁古、北苏拉
威西、东南苏拉威西、
马鲁古、西苏拉威西和
西爪哇。
乌斯曼说，提高这

些地区的疫苗接种成就
是建立群体免疫的重要
因素。为了实现群体免
疫，就必须加快和扩大
所有地区的疫苗接种计
划。而疫苗接种计划的
加速和扩大需要有疫苗
库存是绝对的。
此前，我国于10月
13日获得法国政府援
助的688,800剂阿斯
利康疫苗。这是通过
Covax Facilities的剂
量共享收到的第88批疫
苗。随着该批疫苗的到
来，我国获得法国政府
援助的阿斯利康疫苗的
总量为3,852,340剂。
这数量超过了法国总统
马克龙于今年8月4日向
佐科威总统传达将提供
3,000,000剂阿斯利康
疫苗的承诺。（pl）

印尼和日本延长货币兑换协议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Perry Warjiyo）与日本央行行长
Haruhiko Kuroda于10月14日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举行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达成双边货币兑
换合作协议的延续。
【安塔拉通讯社雅
加达讯】印度尼西亚银
行/印尼央行（BI）与作
为日本财政部代理人的
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BoJ）已签署延
长双边货币兑换合作协
议，并于2021年10月14
日生效。
与之前的协议一样，
此次的合作协议使印尼
能够以相同的互换便
利价值将印尼盾与美元
和/或日元互换，最高
可达227.6亿美元或等
值的日元。
印尼央行通讯部门
负责人穆罕默德·努尔
（Muhamad Nur）周四
（14/10）在雅加达的

官方声明中说，印尼日本双边货币兑换合作
的延续也同时注重与清
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CMIM）协议
的修正案保持一致。
努尔表示，印尼和日
本认为双边货币兑换合
作的延续，可以进一步
加强两国之间的金融合
作提供金融安全网，预
计将有助于区域和全球
层面的金融稳定。
印尼-日本双边货币
兑换合作协议于2003
年2月17日首次签署，
最后于2018年10月14
日延长，有效期为三
年。（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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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米纳积极在Lawe-Lawe

兴建原油码头建设工程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北塔米纳正在积极完成
东加省北佩纳扬巴塞尔
（Penajam Paser Utara）县
Lawe-Lawe区的原油码头
建 设工 程。此前，这家国
油公司于2021年8月完成了
烷基化反应器（Alkylation
Reactor）装置。
北塔米纳炼油和石化
企 业分 控股秘书伊夫基·
苏卡利亚（Ifki
Sukarya）
称，Lawe-Lawe码头用作原
油接收站、储存和将原油输
送到巴厘巴板炼油厂。
他在雅加达发布的书
面声明中说：“在巴厘
巴板炼油厂开放总规划
（RDMP）当中，公司还建
造能停泊320万载重吨油
轮的单点系泊系统（single
point mooring），让油轮
进行原油装卸。”
伊夫基解释，原油将储
存在Lawe-Lawe码头原油
库 里， 然后输送到北塔米
纳在巴厘巴板的炼油厂。
北塔米纳不仅加快海上
和陆上输管道，全长41公
里 的建 设，但同时加快设
计储量200万桶的巨型储
油罐的建设，作为LaweLawe码头的辅助设施。
这座巨型储油罐将使现
有的储存原油能力560万
桶，增至760万桶。
“建设进度明显加快，
包括从Penajam接收站到巴
厘巴板炼油厂的直径20英尺
陆上输管道建设，因此输管

道铺设工程能在2021年10月
开工，”伊夫基说。
海上和陆上管道，直径
分别为52英尺和20英尺，
全长大约41公里，将使单
点系泊、Tanjung
Jumlai
海滩、Lawe-Lawe码
头、Penajam接收站和巴厘
巴板炼油厂连接。
伊夫基称，在LaweLawe工程使用的海上和
陆上输管道都是国产 的 。
这项工程的国产化率 至 少
30%。
自北塔米纳进行内部重
组以来，Kilang Pertamina
Internasional公司（KPI）
作为北塔米纳石 化炼 油 厂
的母公司，目前 成为 巴 厘
巴板炼油厂RDMP项目的运
营商。
截至2021年9月，巴厘
巴板炼油厂RDMP项目的建
设进度达41.5%，或高于
修订后的指标40%。
巴厘巴板炼油厂RDMP
项目分成两个阶 段。 第 一
阶段项目是将原 油日 产 能
力增至36万桶，以及生产
欧5标准燃料，定在2024
年完成。第二阶 段项 目 旨
在提高原油供应 弹性 ， 以
及生产含硫量为2.0%的
廉价原油，因为 在市 场 供
应量要更多。这 项项 目 定
于2026年完成。
巴厘巴板炼油厂RDMP
项目是北塔米纳 最大 的 项
目之一，投资额为 65 亿
美元。(er)

世界经济开始好转

苏西省出口20吨石斑鱼到香港

苏西省副省长奥迪正在网鱼一瞥
【安塔拉社巴东讯】由
于 新冠疫 情大流行，苏西
省Pesisir Selatan县Mandeh镇的水产近一年来已停
顿。但目前该地区将20吨
石 斑鱼出 口到香港，总值
15万美元。石斑鱼是在浮
式网箱养殖的。
苏西省副省长奥迪
（Audy Joinaldy）13日在
Pesisir Selatan县为Andalas
Samudra Sejati公司养殖的
石 斑鱼出 口主持发运仪式
致 词时说 ：“世界经济开
始 再次运 转。来自多个国
家 和地区 ，尤其是香港对
石 斑鱼需 求开始涌入，渔
民们再次振作起来。”
副省长评价，西苏省的
海 洋潜力 还很大，可以通

过管理来改善社 区经 济 ，
尤其是渔民的经济。
更何况，多个国家对石
斑鱼和观赏鱼等 鱼类 商 品
的需求仍然很高 ，出 口 潜
力也很大。
“未来期间，省政府
将培养更多的渔 民， 以 致
他们能够利用巨 大的 海 洋
潜力，从而使苏 西省 也 能
为我国的出口价 值做 出 贡
献，”他说。
Andalas Samudra Sejati
公司代表阿迪（Adi）说，
出口的石斑鱼类是Cantik和
Cantang，从大约100个浮
式网箱中收获的。
“出口的每条石斑鱼
体重5盎司至1公斤，”
他说。(er)

航空燃油扩销到47国

北塔米纳继续扩大航空产品市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Pertamina Patra
Niaga公司继续扩大销售航空产品，其中
之一是航空燃油，已扩销到47个国家。
北塔米纳企业代理秘
书伊尔多（Irto Ginting）
昨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
面声明中称，自2014 年
以来，公司通过战略伙
伴关系计划，已向全球
47个国家和地区的128个
地点供应航空燃油。
“公司建立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是承包公
司交付公司模式或称为
Conco Delco，”他说。
伊尔多解释，此次战
略合作是航空业的最佳
实践方案，让2019年
的航空燃油总分配量达
到最高水平，超过70万
千升。
北塔米纳的航空燃油
分销战略合作伙伴不仅以
东南亚地区为中心，但包
括欧洲和中东在内。

2020年，公司向泰国
的销量最多，占公司海
外总销量的20%。
第二位是日本，占比
逾14%，而欧洲和中东
国家尤其是荷兰和沙特
阿拉伯的销量，占公司
海外总销量的大约8%。
同时，从航空公司方
面也录得，北塔米纳的
Conco Delco服务不仅聚
焦于服务国际航线的国
内航空公司。
去年，菲律宾和日本
航空公司是五大航空燃油
销量最多的航空公司。
“这证明公司的航空
燃油服务已获得认可，
可以与航空业的各个公
司竞争，”伊尔多说。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
间，需求下降和航班量

北塔米纳油罐车正在为飞机加油的情景。
有 限 ， 导 致 航 空 燃 油 分 易部门进行整合。
销显着下降。
公司未来将对拓展航油
自 爆 发 疫 情 以 来 ， 公 业务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司利用这情势评估和提
下一步是加强数字化
高国外航空燃油服务的 系统，以强化支持航油
质量和有效性。
配送服务的机制。
伊尔多表示，公司采
“我们希望未来航
取的措施之一是将其业 空业务越来越明朗，公
务与 Pertamina Inter- 司 可 以 继 续 扩 大 北 塔 米
national Marketing & 纳 的 国 际 航 空 燃 油 业 务
Distribution 作为海外贸 网，”伊尔多说。(er)

工业部长表示

印尼国家标准已获全球市场认可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印尼国家标准
（SNI）已获得全球市场的
认可，以致国内工业家可
以提高出口。
他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Roda Maju Bahagia公司
向马来西亚出口Element
品牌自行车产品后对记
者表示：“这表明了印
尼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基
本条件已经获得国际市
场的认可。”
工业部强调，工业产品
必须实施国家标准的重要
性。除了确保健康、工作
安全，及环境（K3LH）方
面的技术要求之外，实施
印尼国家标准的也能提高
附加价值，并赋予产品进

军出口市场的实力。
为此，工业部继续努力
支持工业家，特别是中小
型工业履行印尼国家标准
的义务。
“更何况，两轮自行车
产品有义务执行印尼国家
标准，”他说道。
执行印尼国家标准旨在
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
及创造良性的竞争。
“执行印尼国家标
准也推动国产产品具有
竞争力，以致能够满
足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需
求，”他阐述。
他声称，工业部积极推
动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在
提供附加值和具有广泛价
值链的非自然资源领域。
“从产品多样化、创造
力和质量，或者出口目的

国的方面来看，我们的潜
力还很大。在利用各种情
况，特别是提高出口取得
成功的关键是实施积极主
动和不是被动的态度，”
他称。
出席此次活动的还有
肯德尔县县长Dico
M
Ganinduto，他传达了现
时肯德尔经济特区具有
的潜力。
“Roda Maju Bahagia公
司位于我国最好的经济特
区之一。肯德尔工业区拥
有经济特区地位，以致可
以通过所提供的激励措施
促进投资。地方政府亦将
积极提供支持，以便肯德
尔工业区更快发展，而成
为其他工业区的典范，”
他如斯说。
Roda Maju Bahagia公司

是中爪省肯德尔工业区的
公司，工厂面积为1.5公
顷，投资额达到3737.5亿
盾，雇佣了250名工人，
及自行车的生产能力每天
800至1000辆。
Roda Maju Bahagia公司
总经理Hendra表示公司的
产品实施印尼国家标准后
已经取得良好成绩。
“ E l e m e n t 、
Dahon、Alton、Camp，
及Foldx品牌已经获得
印尼国家标准证书。为
此，我们的Element和
Champ品牌自行车产品已
经受到马来西亚、新加
坡、泰国、印度，及韩国
消费者的青睐，而我们向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口
Dahon品牌自行车，”他
进一步称。(vn)

佐科威总统表示

我国将建世界上首个绿色工业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佐科威总统表示，政府将
在2021年11月（下个月）
开始兴建世界上首个绿色
工业园区，占地面积2万
公顷。
他在雅加达总统府向
2021年第62届国防研究所
正规教育计划（PPRA）
和第23届短期教育计划
（PPSA）参与者致辞时表
示：“绿色工业园区生产的
产品是环保产品，使用的是
绿色能源，所有的都是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

佐科威总统指出，该地
区是在北加省，其中一种
能源来自Kayan河。
总统解释说，我国必须
准备发展环保的绿色能源
工业区，因为未来十年，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美
国或欧盟将不愿意购买使
用煤炭为燃料的工业生产
的产品。
“为此，我们必须领
先。绿色工业园区是世
界上第一个，我们拥有面
积2万公顷的绿色工业园
区，”他补充说。

截至2021年9月份

巴东水泥公司出口量达484%

巴东水泥公司对多个国戛出口水泥已超过指标484%。
【 安 塔 拉 社 巴 东 讯 】 巴东对巴东水泥公司的水
截 至 2 0 2 1 年 9 月 份 ， 印 尼 泥出口业绩已超过印尼水
水 泥 集 团 （ S I G ） 公 司 旗 泥集团公司的指标，甚至
下的巴东水泥公司对多个 水泥出口达484%能够在今
出口目的国的水泥出口指 年9月底实现而表示赞赏。
标，已经落实了484%。
他解释说：“巴东
印尼水泥集团公司销 水泥公司在今年定下的
售主任拉赫曼·古尼亚宛 水 泥 出 口 指 标 为 1 9 万
（Rahman Kurniawan）在 8 6 0 0 公 吨 。 至 今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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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指标已经达到37万
7811.94公吨。我们当然
对巴东水泥公司的水泥
出口感到很兴奋。”
巴东水泥公司定下的水
泥出口指标到今年底将继
续提升，因为对巴东水泥
公司来说，还有三个月的
时间可以继续出口水泥。
“除了水泥之外，我
们继续提高熟料出口，直
到今年底，因为至今年9
月份，已出口的熟料只有
113万2972.31公吨，而
其指标是210万公吨，”
他称。
与此同时，印尼水泥集
团公司出口销售资深经理
Fifit Abriyanto详细解释巴
东水泥公司向许多国家出
口的水泥和熟料数目。
有四个国家成为水泥和
熟料产品的出口目的国，
即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澳大利亚和孟加拉国。
他称，向斯里兰卡出
口29万7000公吨水泥、
向马尔代夫出口6万4000
公吨水泥，及向澳大利
亚出口1万5000公吨水
泥。出口的水泥种类有两
种，即OPC（52.5N）和
OPC（42.5N）。
“OPC（52.5N）类
型出口到澳大利亚，而
OPC（42.5N）类型出口
到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而我们向孟加拉国出口熟
料，”他这么说。
巴东水泥公司已从
2008年以来向各国出口
水泥和熟料。特别是澳大
利亚，我们已从2016年
开始出口水泥和熟料。印
尼水泥集团公司控股旗下
的巴东水泥公司是向澳大
利亚出口水泥的第一家水
泥公司。(vn)

他称，许多投资者已经
表示有兴趣在北加省绿色
工业园区生产产品。
“欲驻该工业园区的投
资者已经在排队了。因为
他们知道这里使用的是绿
色能源，”他阐述。

佐科威总统接着称，我
国必须明智地使用自然资
源。这意味着必须用量和
计算使用自然资源。基于
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也必
须关注环境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性。(vn)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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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证交所总裁伊纳尔诺表示

民众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非常高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印尼证券交
易所（IDX/BEI）总裁
伊纳尔诺(Inarno Djajadi) 希望持续改善的我国资本市
场的表现能够协助国民经济从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
伊纳尔诺表示，持
续近两年的大流行给国
内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
各种挑战。为确保资本
市场的可持续性做出重
大调整，其中之一是通
过在运营中使用数字技
术，包括资本市场的教
育和社会化。

伊纳尔诺于周四在
雅加达举行 2021 年
资本市场峰会和博览会
（CMSE）上表示：“在
这些挑战中，我们能够
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
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其中之一就是增加投资
者、上市公司和交易活

动的数量”。
他继续说，新的股
票投资者或单一投资者
身份 (SID) 的数量在
2021 年最后八个月继续
增加，并创下 100 万新
股票投资者的新纪录。
伊纳尔诺说：“
我们应该对此心存感
激，我们应该感到自
豪，因为民众投资并
参与资本市场的热情
仍然非常高”。
根据印尼中央证券存
管局（KSEI）的数据，
截至2021年9月30日我
国资本市场的单一投资

者身份已超过640万，
其中包括290万股票单
一投资者身份。
不仅投资者增加，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印尼证交所的上市公司
数量也增加38家至750
家。
伊纳尔诺表示，2021
年将是充满经济复苏希
望的一年，这反映在过
去三个月 印尼证交所的
高交易活动中。
伊纳尔诺说：“我们
记录高交易活动，这是
自1992 年证券交易所私
有化以来的新记录，其

中日均交易额达到每天
超过 13兆盾，或者在过
去五年中翻了一番”。
股票交易频率也上
升至平均每天120万
笔，是东盟地区近三年
来最高的。随之而来的
还有交易量激增，达
到每天超过 190 亿份
股。
伊纳尔诺说：“通过
这次CMSE活动，我们也
希望让民众看到资本市
场投资对所有人开放、
值得信赖，最终希望它
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和
投资者数量”。（asp）

CSAP扩展Mitra10到三宝垄
Catur Sentosa Adiprana上市公司（股代号CSAP）是最大和领先的建筑材料、化学品和消
费品/快速消费品分销公司，也是最大的现代零售网点建筑材料和家居装修 Mitra10
和家居用品的所有者Atria 在中爪哇省三宝垄（Semarang）的第 41 家Mitra10 开业。
随着三宝垄Mitra10的开业，该公司已完成计划于 2021 年开设 4 家新 Mitra10店中
的 3 家。这一扩张战略是为了支持约 10% 的综合增长目标，其中零售部门的目标
是增长 15 %。管理层深信，住宅和装修的高需求将继续推动该公司的收入增长。
图为周四 （14/10），Mitra10 总监 Indra Gunawan（左一）和 Catur Sentosa Adiprana
公司总监 Warit Jintanawan（右二）正在向代表三宝垄市长出席的三宝垄公共工程局
局长Sih Rianung（左二）解释 Mitra10 的产品。（商报/Hermawan摄）

获得 1.2 兆盾的资金后

Ula公司处理Marche在Shila at Sawangan项目的操作系统
【商报德博市Muhammad Maan报道】Ula初创公
司在获得Prosus Venture、
腾讯和B Capital牵头的财团
1.2兆盾的融资后，直接为
Marche现代市场处理包括无
现金支付系统在内的运营
系统，Marche现代市场将在
德博市（Depok），Shila at
Sawangan项目建立。
Ula 创始人 Riky Tenggara 表示，Ula 将在Marche
现代市场实施集成供应链系
统，从订购商品（供应）、
无现金支付到订购交付。
他周四（14/10）在
德博的 Sawangan 签署了
Ula、Marche 和 Shila 之间
的合作协议后表示，“我们
的目标是让市场参与者更容
易使用技术、供应链效率和
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从而提
高他们的收入”。

他声称 Ula 已经与来自
我国各地的市场和供应商建
立网络。自 2020 年 1 月
与 3 个国家的团队一起推
出以来，目前Ula已与我国7
万多名店主合作。
Ula 有能力组织 中小
微型企业（UMKM）或小型
零售商的分销流程和供应
链。Ula 是一家 B2B 电子
商务公司，协助店主使用技
术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
“商业中最大的成本之
一是建立网络。并非所有
品牌都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良
好，尤其是新品牌。如果您
必须制作自己的网络，那将
非常昂贵。 Ula 已经与我
国的卖家建立网络，因为我
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更轻松，
让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专
业领域。”
他还表示，亚马逊创始

图为周四（14/10），Shila at Sawangan项目首席营销官
Denny Aslim（左）与Ula初创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Riky Tenggara（右）在德博市（Depok），Shila at Sawangan项
目签署谅解备忘录时握手。（商报/Muhammad Maan摄）
人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旗下的风险投资公司
Bezos Expeditions 以及其他
东南亚投资者，即 Northstar
Group、AC Ventures 和 Citius，也加入 Ula 获得的 1.2
兆盾的资金。
同时，Shila at Sawangan项目首席营销官Denny

Aslim 表示，凭借 Ula 拥
有的优势，此次合作将使
Marche
成为一个现代市
场，从非现金支付到订单
的轻松交付，所有这些都
将在 Marche 获得。
“Marche将采用现代设
计建造。我们希望此次合
作能够取得成效，并进一

综合指数上升89点至6626.114点

1美元兑14117盾
【 本 报 讯 】 周 四
（14/10）综合股价指数
（IHSG）收盘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68.10
点或1.04%，至6605点。
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89.21点或1.36%，报收于
6626.114点。 LQ-45指数
上升12.15点或1.27%，报
972.657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上升410.65点
或-1.46%，报28550.93
：香港指数下落362.50点
或-1.43%，报24962.59
；上海指数下落3.48点
或-0.098%，报3558.28；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8.44点
或0.27%，报3164.86。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500629次，有213
亿1490万3138份股票易
手，总值16兆7560亿6339
万4949盾。涨价的股有
315种，落价的股有229
种，209份持平。
外资净购1兆5839亿
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FISH(FKS Multi Agro
股)涨价1425盾，现价
8575盾;BBHI（Allo银行
股）涨价640盾，现价
4900盾；SMGR（印尼水泥
公司股）涨价625盾，现价
8925盾；MCAS（M Cash
股）涨价625盾，现价1万
242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DCII（印尼DCI股）
落价925盾，现价4万6000
盾；ITMG（印多矿业公
司股）落价700盾，现
价2万5550盾；UNTR（
友联拖拉机股）落价
525盾，现价2万5700
盾；EDGE（Indointernet
股）落价300盾，现价2万
4675盾。
盾币增值100盾
周四，雅加达银行间即
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117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值14217盾，盾币
增值100盾。（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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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巩固Marche作为有史以
来第一个使用技术创新的
现代市场的地位。不仅如
此，Sawangan区有许多住宅
区，但最近的清洁市场也
在 10 公里外。因此，不
仅对于Shila居民，而且对
于Sawangan周围区的所有社
区，都非常需要现代市场
的存在。”
Marche现代市场建在
Shila at Sawangan项目地区
1.6公顷的土地上，由180
家商店和售货亭、40多家
店屋和约90家商店组成，
将支持Marche。该计划是让
现代市场在 2023 年启动
运营。
鉴于周边市场的规
模，Marche还将配备一个非
常大的停车设施，让当地
居民能够舒适地进行购物
和销售活动。 (asp译)

受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走软提振
金价在一个月高点附近企稳
因美元和较长期美债收益率从近
期高点回落。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
国通胀热度超过预期，金价周四徘徊
在一个月高位附近。
0100
GMT，现货金变化不大，
报每盎司1,793.72美元。周三金价
触及9月16日来最高水平1,795.81美
元。
美国黄金期货下滑0.1%至
1,792.20美元。
全球最大黄金支持上市交易基
金(ETF)SPDR
Gold
Trust的
黄金持仓从周二的985.05吨下
降到周三的982.72吨，降幅为
0.2%。
现货银涨0.1%至每盎司23.09美
元，上一交易日曾创下近一个月的高
点。
铂金持平于1,019.68美元，钯金
回落0.1%至2,103.81美元，周三曾
跳涨多达5.2%。

美国燃料库存降幅超过预期带来支撑
油价攀升
美国汽油和馏分油库存降幅超出
预期提升买兴，油价周四攀升，扭转
之前疲势。
此外，随着冬季的到来天然气价
格高涨，可能促使人们转而使用石油
来满足取暖需求，这种预期也支撑油
价。
0647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涨
0.67美元或0.8%，报每桶83.85美
元，周三为下跌0.3%。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攀升
0.62美元，或0.8%，至每桶81.06
美元，上日为下跌0.3%。

在本周稍早触及一年来高点后涨势暂歇
美元下滑
此前在美联储加快升息的预期推
动下，美元曾升至一年来高点，现
在稍事喘息，美元兑主要货币周四
触及本周最低点。
美元指数几近持平于94.016，周
三下跌0.53%，为8月23日以来最
大跌幅。
美元指数周二触及94.563，是
2020年9月底以来最高，自上月初
以来飙升近3%。
美元/日圆小升0.11%至113.37
日圆, 不过仍低于隔夜所及的三年
高点113.80。
欧元/美元持平于1.1599，
稍早曾触及10月5日以来最高位
1.1601。
英镑/美元几无变动，报1.3665
，守住周三0.55%的涨幅，接近本
月所及高点。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2021年10月1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亚股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28550.93
2988.64
24962.59
3558.28

涨 410.65
涨 44.23
跌
0.01
跌
3.48

欧股
英国FTSE
7175.28
涨 33.46
德国DAX
15323.58
涨 74.20
法国CAC
6630.63
涨 33.25
荷兰AEX
785.69
涨
8.17
Http://tw.stock.yahoo.com 14/10/2021 15:05

美股
道琼工业
34377.81
跌
0.49
那斯达克
14571.63
跌 105.73
S&P 500
4363.80
涨 13.1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13

部门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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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6.11
972.66
585.05
1053.09
1186.59
1119.03
736.09
838.96
1361.14
1503.01
862.75
9068.23
983.14

波幅(%)
1.37
1.27
1.98
-0.08
2.82
-1.24
1.37
1.06
0.8
1.33
1.06
4.15
0.64

黄金行情
10月1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5克金片 ：4.025.000  盾卖出 4.41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190.000 盾卖出 8.775.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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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BBHI
SMGR
MCAS
INTP
JECC
ICBP
TKIM
TPIA
MLBI

开盘
7150
4260
8300
11800
10925
5925
8950
8250
6950
8925

最后
8575
4900
8925
12425
11500
6475
9325
8550
7225
9200

变化
1425
640
625
625
575
550
375
300
275
275

变化(%)
19.93
15.02
7.53
5.30
5.26
9.28
4.19
3.64
3.96
3.08

%
%
%
%
%
%
%
%
%
%

交易量

交易额(千)

10000
12670000
41916400
724000
10168600
1100
19813500
10708200
8510200
135300

83232
58269498
368497055
8899025
116435590
6587
182455307
90553950
61216695
122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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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II
ITMG
UNTR
EDGE
ASSA
BLTZ
PTSP
BINA
TFAS
MLIA

开盘
46925
26250
26225
24975
3780
3470
4600
3570
5175
1800

最后
46000
25550
25700
24675
3520
3280
4430
3420
5025
1675

变化
925
700
525
300
260
190
170
150
150
125

变化(%)
-1.97
-2.67
-2.00
-1.20
-6.88
-5.48
-3.70
-4.20
-2.90
-6.94

%
%
%
%
%
%
%
%
%
%

交易量
1200
5001900
5901600
33700
28000300
3800
400
1990200
110400
7325900

交易额 (千)
55292
129029487
152272650
818362
100734614
12568
1750
6870364
558215
12777751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4. 2021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52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265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
FOREIGN
CURRENCY
买进

  现钞
卖出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121.50

14271.50

14149.90

14292.11

新币

SGD

10451.26

10571.26

10454.30

10567.18

港币

HKD

1804.95

1844.95

1818.78

1837.15

日元

JPY

123.22

126.82

124.57

125.86

欧元

EUR

16326.59

16586.59

16348.79

16517.39

澳元

AUD

10354.18

10594.18

10412.91

10520.42

英镑

GBP

19246.68

19546.68

19277.82

19478.72

人民币

CNY           2166.48

2256.48

2196.23

2218.51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5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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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MP大力推动内销

与代理商签署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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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钢铁下游产业计划

克拉卡陶推出C型钢铁产品
【Kontan雅加达讯】克拉卡陶钢铁
(Krakatau Steel）公司持续钢铁下游化
计 划，推出最新的轻型钢铁下游产品，
即C型钢铁（CNP/baja kanal C)。

虾产出口企业，Panca Mitra Multiperdana（PMMP）公司工厂的
工人正在生产情景。
【Kontan雅加达讯】
以虾产为主的冷冻食品
加工企业，Panca Mitra
Multiperdana（PMMP）公
司 已与运 营进口商和代理
冷冻产品的企业，Mulia
Raya Agrijaya公司签署战
略 性合作 合同。该合作旨
在 销售产 品，主要聚焦于
国内市场，即Ebinoya。
根据正式发布的信
息，Ebinoya已自2021
年初推出，拥有数种
附加价值虾产（Value
Added
Shrimp），如Ebi
Furai、Butterfly Ebi Furai
和Shrimp Popcorn，是冷
冻 和能即 刻煮食的冷冻虾
产 ，将定 下向零售业方面
销售的指标。
日前，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总经理
玛丁.苏西洛（Martinus
Soesilo）声称，“除此
之 外，在 餐厅和食品服务
业，Ebinoya也已供应其
它数种附加价值产品，
比如即食虾品（ready to
eat shrimp）的Sushi Ebi
和即刻煮食的Cooked
Shrimp。”
他补充说，公司该合
作 策略表 示满意，因为与
Panca Mitra Multiperdana
公 司实施 的在还不能出口
之 前，开 始渗透国内市场
的 策略一 致。“看好非常
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我 们
希望通过该策略能提

高PMMP公司将来的
收入。”
此前，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在销售
Ebinoya产品时受到限制，
因Panca Mitra Multiperdana
公司在销售Ebinoya产品地
区的基础设施有限。
以致，在该合作内，
希望能显著提高 国内 市 场
销售份额，因受到Mulia
Raya Agrijaya公司更广阔
的营销基础设施 ，以 及 积
极营销策略的支持。
日前，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秘书克
里斯迪延.约纳丹.苏丹
多（Christian
Jonathan
Sutanto）补充说，希望
该合作能把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在5年后
国内市场方面的 收入 可 显
著提高，直至2025年。“
我们定下指标， 在国 内 市
场方面的业务收 入， 直 至
5年后，年复合增长率（
CAGR）能够增长50%至
70%。”
克里斯迪延补充说，
也希望国内市场销售提
高能推动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将来的盈
余，因为在盈余 方面 ， 国
内产品拥有稍微 更好 的 利
润率，因国内产 品物 流 比
出口产品费用更 少。 “ 以
致希望，这能提高Panca
Mitra Multiperdana公司在
未来几年的利润。”(sl)

加工饮料食品

克拉卡陶钢铁公司责
成建筑钢材分控股公司
（subholding baja
konstruksi）成员的Krakatau
Niaga Indonesia公司发展该
下游钢铁产品。
日前，克拉卡陶钢铁
公司总经理希尔米.
卡 林（Silmy
Karim）
声称，“克拉卡陶钢铁
公司生产的优质热轧钢
卷（HRC）可成为生产该
C型钢产品的原料。”
C型钢产品其中利用
于大厦建造需求，作为
屋顶框架，墙面保护层
（dinding cladding)，
檩条（purlin）或替代木
材的天花板的建筑元素
（elemen arsitektural)。
而克拉卡陶钢铁公司

瞄准的市场方面，是供
应承包商（kontraktor)，
分包商（subkontraktor）
或零售商的建筑与施工
（building & construction）
方面的需求。
希尔米阐明，克拉卡陶
钢铁公司生产的C型钢产品
的优点，是能快速和简易
在建筑框架上安装产品。
C型钢也拥有很高的耐
力，耐热和耐腐蚀，以致
在应用C型钢产品能节省
建筑物和大楼屋顶框架维
修费用。“C型钢产品关
注严格规格和厚度的精确
度，使该C型钢产品成为
优质和优势产品之一，
这能满足消费者对优质
建材的期望，这非常重
要，因建筑钢材与安全有

克拉卡陶钢铁公司生产C型钢铁。
直接的关系。”
至今，克拉卡陶钢铁公
司已推出10种下游产品，
包括C型钢产品在内，
其中有焊接樑（welded
beam)，不对称板条（reng
asimetris)，天沟板（plat
talang)，定制板（customized
plate)、铁塔、电线杆、空
心铁等产品。“我们定下指
标，C型钢年产量达20万
条，每年在国内市场潜在
销售额为1000亿盾，
以致，通过该下游

化计划，我们也能积极
提高克拉卡陶钢铁公司
热轧钢卷产能利用率
（utilisasi）俾能供应国
内市场钢铁产品需求。”
钢铁需求提高助推克
拉卡陶钢铁公司的销售。
该公司充满信心，至今年
底，销售能增长43%。
该乐观态度与2021年上
半年的克拉卡陶钢铁公司
的钢铁大量需求有关。“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
销售额比指标更大。”(sl)

Bukit Asam至2022年3月停止煤炭勘探活动
【Bisnis雅加达讯】
Bukit Asam(PTBA)公司强
调为寻找煤炭新储备，至
2022年3月将停止勘探活
动。根据信息披露，Bukit
Asam公司强调在2021年
10月至2022年3月时期停
止勘探活动。
这个政策是延续2021年
4月至9月同样的决定。众
所周知，进行勘探活动是
为 已获得经营生产许可证
的区域外增加资源。Bukit
Asam公司秘书Apollonius
Andwie C.称，“值得一提
的是，勘探是采矿活 动 为
寻找新储备。Bukit Asam
公司仍继续进行日常采矿
活动以定期生产活动。”
Bukit Asam公司持续
监控目前煤炭价格上涨。
该公司也将于2021年利
用时机增加产量至3000
万吨。“2021年将增加
产量成为3000万吨。并

定下2021年底出口指标
为47%。”
Bukit
Asam公司向来
出口煤炭到数个国家与地
区，即中国、台湾、印
度、菲律宾，和越南。这
是五个Bukit Asam公司煤
炭出口目的地。
此外，煤炭价格上涨仍
是相当积极的，成为全球经
济情况 开 始 复 苏 的 迹 象 。
价格调高由全球市场需求
很高推动，随着在大多数
国家的工业开始复苏。
与此同时，一些矿业在2021
年下半年迅速勘探煤炭。
其 中 是 I n d i k a
Energy(INDY)公司和Indo
Tambangraya Megah(ITMG)
公司。Indika
Energy公司
通过旗下Kideco公司计划
在Roto Samurangau
区 块 进行勘探活动，即
Roto Selatan、Roto Selatan
G，和Samurangau地区。然

Bukit Asam公司在Air Laya矿区的正在15米-20米高搬运
运煤过程。
后，在Susubang Uko区块，
即Uko和Samu Biu地区。
在2021年10月钻探活
动，计划能完成35口，深
度目标为6167米。
Indo Tambangraya Megah
公司通过旗下Trubaindo
Coal Mining公司和Indominco
Mandiri公司进行开孔(open
hole)和岩心钻孔(coring)。

Bisnis在采访能源和
矿产资源部(ESDM)的多
位官员询问对此活动的
回应。矿产和煤炭收入
总监Muhammad Wafid
不愿对这个事情置评。
与此同时，ESDM部长专
员Irwandy
Arif仍在担
任其他任务，以致也没
有回答。(lcm)

明年价格将调高 AMRT乐观表示 今年已增设大约700间新店

中爪省三宝垄县Jambu镇Banaran村的PTPN IX下游产品工
厂的工人正在包装咖啡粉的情景。
【Bisnis雅加达讯】
食品与饮料加工厂将
调高产品售价,因为生
产成本已提高。最新
增值税(PPN)上调成为
11%将于2022年4月生
效，也影响商业需作
出决定。
印尼食品与饮料商
协会(Gapmmi)总主席
Adhi S. Lukman说,生
产成本提高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原料
价格上涨的影响,尤其
进口原料。
举个例子,他说,粗糖
价格在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前平均价格每磅12
美元,已上涨成为每磅20
美元。粮农组织(FAO)
食品价格指数有关糖也
于2021年8月同比升至
53.5%。“生产成本大
幅提高,而在2020年和
2021年期间我们不能调
高价格。”
他说,最大的生产成
本来自于运输原料的物
流费,尤其为跨大陆的长
途运输。

根据印尼家具和手
工业协会(HIMKI)数
据,2021年8月，40英尺
集装箱运输费从美国至
我国路线达到21500美
元,比2020年8月每集装
箱仅14700美元增幅非
常大。“增值税再上调
成为11%。明年价格不
会再坚持了,大有可能将
涨价。目前,许多厂商开
始重新估计。”
政府正式提高增值税
成为11%,然而取消多
关税计划,随着税收法规
协调(HPP)的法律草案
(RUU)批准为法律。
零售企业家希望实
施法令应考虑最新的经
济情况。增值税调高将
分阶段地实行，于2022
年4月成为11%，而在
2025年成为12%。
法律与人权部长雅
梭纳•劳理(Yasonna
Laoly)在这项法律草
案批准大会中代表政
府 表 示，拟定的税收已
考虑民众的意愿和当前
的情况。(lcm)

【Kontan雅加达讯】
消费品零售企业，Sumber
Alfaria Trijaya（AMRT）
公司乐观表示，今年，能
增设600间至800间的新
零售店。为此，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也正在
为扩展业务措施，筹备资
本支出。
Sumber Alfaria Trijaya
公司总务经理梭里尹
（Solihin）对 记 者 阐 明 ，
截至2021年6月，从拨出
的2.5兆盾至3兆盾资本
支出，已实际使用1.4兆
盾。“该资本支出来自公
司内部现金，供增设新零
售店、延展租赁和装修仓
库用途。”
他声称，至今，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已增
设 大 约700间新零售店，聚
焦于爪哇岛外，即我国东部
地区，如弗洛雷斯（Flores）
和西巴布亚（Papua Barat)。
为此，他也乐观表
示，将来的商务前景仍明
朗，因为虽然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的商务发展仍
在轨道上。
因此，他也对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业绩
虽然缓慢但能增长感到乐
观，这可从大规模的疫苗
接种，对经济和工业的更
加自信看出。
为支持达到销售指标
的步骤，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正在实施商务策
略，主要是为社区在新冠
疫情（covid-19）期间注重
购买的产品，提供优质产
品或者是推广计划。“接
下来，我们也改善Alfagift
应用程式，使消费者能更

容易获得推 广 信 息 ， 会 员
资格（membership）和
提 供 购 买 物 品包送到家的
服务。”
与此同时，根据2021
年上半年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的财务报告，
该公司获得辉煌的业绩，
年度净利达到72.99%。
2021年上半年，Sumber
Alfaria Trijaya公司获得净
利8532.9亿盾，比2020年
上半年的4932.6亿盾大幅
增长。“根据截至2021年
6月的销售数据，我们的
销售和收入比2020年同期

Sumber Alfaria Trijaya（AMRT）公司在丹格朗的发布会。
大约提高10%。”
而 至 2 0 2 1 年 9
月，Sumber Alfaria Trijaya

公司已拥有1万6000间
Alfamart零售店，分布在
我国各地区运营。(sl)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言论 OPINI

第6版

压垮台湾当局意志，局势将迎来突破口
台湾媒体援引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台湾“陆军司令”徐衍璞正带队在美
国进行小规模秘密访问，并且去了华盛顿。台“国防部长”邱国正则回应说，
这不是密访，而是年度性交流。
台“陆军司令”访美，
延续了美台军事交流逐渐
走向台面的动态，是美国
对“一中政策”的进一步
背弃。这也是对中国大陆
做出的最新挑衅。
台海局势的确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高危时期，
两岸之间没有了“九二共
识”，中美之间失去了绝
大部分战略协调能力，各
方都在做最坏的准备，可
以产生缓和的回旋空间几
近归零。
从明面上看，各方都
毫无退路。民进党当局宣
扬他们要“捍卫台湾2300
万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
式”，只能对抗到底。美
国的态度是要保卫民主盟
友，支撑其全球盟友的
信心，维护美国的世界
霸权。中国大陆一往无
前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我们捍卫的是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要降服的是
美国打压中国崛起的一

个活跃战略前哨。
可以想见，美台勾结
的动作会越来越多，作为
回应，中国大陆的军事斗
争准备将越来越密集、明
确。反过来美台又会用新
动作对冲大陆的行动，大
陆也会跟进新一轮的加
码，鉴于三方的这种互动
高度尖锐，且无一个超级
剧本和权威协调方，所有
人都预感到一个巨大风险
正在靠近，那就是擦枪走
火，战争以难以预测的方
式被突然触发。
那么这个超级游戏还
能“玩”下去吗？我们的
回答是：能，对大陆能。
事实上，台海局势内
在的政治关系如果不改
变，它只有一个不断激化
的逻辑，没有其他选择。
如今民进党当局铁了心要
谋“独”，大陆的终极立
场是坚定实现国家统一，
这两个目标之间毫无妥协
空间。美国的对华敌意是

战略性的，它会支持所有
中国国家利益的破坏者。
台湾问题的结局有可
能通过和平方式来确定，
但那也一定是实力塑造的
结果。民进党当局试图用
其小团体的意志压倒全中
国要求国家统一的强大意
志，并且以机会主义的方
式和平实现，这是异想天
开。整个中国历史和普天
下的政治规律都不会接受
这样的“台独”设计。
现在不仅实力在大陆
一边，政治逻辑的正义也
在大陆一边。民进党当局
真正抱有的是侥幸心理，
他们总以为大陆为了延续
国家发展不会让一场战争
真正发生，因此局势表面
紧张之下，他们实际是安
全的。大陆接下来最要做
的就是打掉他们的这种侥
幸，给僵持的台海局势创
造一个突破口。
我们要坚信，在两岸
悬殊力量格局已经形成

并将继续扩大的条件下，
台湾当局除了最终接受统
一，别无他择。台海局势
越绷越紧，最不能承受的
一定是岛内社会，大陆最
终压垮民进党当局的意志
契合基本政治规律，它也
是人性的终点。
所以大陆应当做的恰
是继续升高对民进党当局
的军事压力，同时把应有
的经济、法律手段也使出
来，并且为形势的突变尽
量做好万全准备。不要搭
理民进党当局对“战斗到
底”的煽情叫嚣，也不要
过度关注美台勾结缓和
或加剧的节奏，我们就这
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终一定有台当局撑不
住的那个临界点出现。
一国两制将成为台湾
问题和平解决的出口和后
续空间，民进党当局否定
不了这一最具现实可行性
的安排，因为随着局势的
不断激化，台湾广大民众

将会接受它，它也是全中
国社会围绕统一安排的最

大公约数。
（来源：环球时报）

北约再三妄言中国军控话题，是霸权思维作祟
10月6日，美国政治新
闻网（Politico）刊发对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的专访。斯托尔滕贝格
一方面抛出“既不把中国
当对手，也不把中国当敌
人”的缓和措辞，一方面
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
，宣称北约“正努力寻找
将中国纳入军备控制的途
径”。联系到此前，斯托
尔滕贝格在6月14日北约
布鲁塞尔峰会上指责中国
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全
球力量平衡，加剧了经济
和技术霸权的争夺，加大
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
威胁”，并多次建议中国
加入“核军控”，不难看
出，软硬兼施，促使中国
进入北约设置的“军控”
口袋阵，是北约的长期既
定战略。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爱好

和平的国家，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对外
战争。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主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
单方面裁军，充分体现了
中国不挑事、不扩张的处
世逻辑。家喻户晓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早
在半个 多 世 纪 前 ， 就 将 中
方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交待得清
清楚楚。
反观北约，自1949年4
月4日成立以来，就是一
个以冷战和军备对抗为明
确目的，以争夺和巩固霸
权为己任的排他性军事联
盟。冷战结束后，北约非
但未曾像其宣称的那样，
转化为“地区性集体防御
组织”，相反，较冷战时
更积极地对全球事务进行
蛮横干预。它名为“北大
西洋公约”，却自1993年

起持续近6年介入东南欧
的南斯拉夫内战，于2011
年出兵南地中海的利比
亚，彻底改变了利比亚内
战的局面。在刚刚结束的
阿富汗战争中，北约更是
在这个离“北大西洋”万
里之遥的亚洲内陆国，持
续用兵达20年之久。北约
军事干预所到之处不论是
否达到其既定目的，从动
机到过程，都给当地带来
严重的动荡、灾难，而其
根本目的，不仅在于争夺
经济和技术霸权，更着眼
于政治和军事霸权。为达
目的，北约不仅动用军事
机器大打出手，更频繁动
用外交、经济、政治霸权
百般打压，封锁、禁运、
制裁、渗透，无所不用其
极，这才是“对开放社会
和个人自由的威胁”。
中国并不是一个濒临

北大西洋的国家，和大西
洋沿岸各国间的交往，完
全是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平
等友好、互惠互利的各领
域交流，中国真诚希望这
种交流是和平、自由、开
放的，并为此作出不懈努
力。反倒是北约以及某
些国家以“冷战”“霸
权”的有色眼镜看人，使
用各种手段阻挠中国和各
国间的正常交流。中国既
不想打贸易战，也没有动
辄派军舰前往北大西洋宣
示所谓“航行自由权”。
相反，一些北约国家却口
称“和平”，手舞钢刀，
这到底是“中国威胁”，
还是“北约威胁”？中国
从未宣布要搞什么“北大
西洋战略”，反倒是北
约，忽而“亚太”忽而“
印太”，折腾得花样翻
新，到底谁才是区域及全

球和平的威胁？
中国是“五常”中较晚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核
后不仅很快公开宣布“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
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而且严格履行了核不扩散
义务，并将自己的核武库
维持在自卫水准。相反，
作为冷战产物和霸权工具
的北约，其成员国不仅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
而 且 迄今从未承诺“不首
先使用 核 武 器”和“不 对
非 核国 家使 用 核武 器”，
更开创了核扩散的先河（美
国和英 国 共 享 潜 射 核 导 弹
技 术 ） 。自己的事都没有
管好，又凭 什 么 管 一 个 早
已公开宣布“核自律”、
且迄今“操行纪录”优异
国家的闲事？
说到底，北约要的
“ 全球力量平衡”，无非是

美利坚何以成“制裁合众国”
近日，有美国学者撰文
批评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
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段，
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
的首选方案，并称“美利
坚合众国”已成“制裁合
众国”。这一称号对美国
可谓是量身定制、当之无
愧，形象地勾勒出美政府
肆意妄为滥施制裁、欺凌
霸道的面目。
长期以来，美国滥用

自身金融霸权地 位 和 技 术
优势，频频采取霸凌行
径，对“不听话”的国家
施压，对多国随意挑起
贸易战，借国家安全之名
肆意打压别国高科技企
业。从单边制裁到“长臂
管辖”，从泛化国家安全
到四处滥用武力，美国的
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侵犯他
国主权，而且严重破坏国
际秩序，影响世界经济安

全 ，成 为名 副 其实 的全球
公害。
美国是“经济胁迫”的
始作俑者，从向欧盟农产
品、加拿大铝产品等加征
关税，到制裁“北溪2号”
、对中国单方面挑起贸易
战等，只要不符合所谓美
国利益，无论是竞争对手
还是传统盟友，都可能成
为其制裁受害者。截至目
前，美国已对世界上近40

个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
然而，美机构公布的
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挑起
的对华贸易战令美损失就
业岗位超过20万个，并
导致2020年外国对美直
接投资锐减49%，明显拖
累了经济增长。在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下，美国经济
只能依靠“放水”支撑，
多年战争、经济衰退、两
极分化、种族矛盾等问题

早已令美国深陷内政外交
危机泥潭。随着自身实力
下降，美国随意挥舞制裁
大棒，对别国颐指气使、
为所欲为的时代将一去不
复返。
对于这种打着“自由”
旗号行霸权之实的卑劣行
径，国际社会看得明明白
白。今年6月，联合国大
会连续第29次以压倒性多
数通过“必须终止美国对

文/陶短房

北约独霸天下、予取予求
的“力量平衡”；他们反
对的“霸权争夺”，无非
是担心自己经济、技术、
军事各方面霸权的丧失和
被挑战；他们所谓“开放
社会和个人自由”，无 非
是让别国对自己 门 户 开
放、任自己随意出入的
“自由”。任何国家一
旦质疑这些，他们就会如
临大敌，千方百计地设话
题、造声势，必欲除之而
后快。
北约真要显示自己谋
求“全球力量平衡”，不
妨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自己最关心的“核
平衡”做起，把自己成员
国的核武库主动削减到和
中国同一量级，这不就
“ 平衡”了么？
（陶短房 旅加学者。
来源：中国网）

文/郭言
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
封锁”决议，体现了国际
社会的普遍不满。事实一
再证明，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不得人心。
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是
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作
为国际社会一员，华盛顿
的政客们只有早日放弃制
裁 施 压 ， 停 止霸权行径，
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来源：经济日报）

出版社:PT. Aksara Warta Mandarin 地址:Jl. Raden Saleh Raya No.1B-1D, Jakarta 10430. 电话:(62-21)3912909(Hunting). 传真:(62-21)3912906. 每月报费:100.000盾(外埠加寄费).
广告费:彩色广告每栏/每毫米22.000盾. 黑白广告每栏/每毫米15.000盾. 每行价目9.000盾, 最少五行. 户口号码:PT. Aksara Warta Mandarin. Bank Central Asia (BCA) Cabang Slipi. AC: 084.201.5616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国际新闻/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挪威发生弓箭袭击事件致5死2伤

中国驻挪威使馆发布紧急提醒
【中新社】奥斯陆消息：挪威警方当地时间13日表示，
该国东南部孔斯贝格市当天发生一起弓箭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5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男性嫌疑人已被逮捕。
据美联社报道，挪
威东南警区警察局长
厄于温·奥斯当晚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警
方于当天18时15分
左右收到多条报案信
息，称一名手持弓箭
的男性在孔斯贝格市
中心移动并向人群射
击。约半小时后，警
方在事发地附近抓获
一名男性嫌疑人。警方

证实，这一袭击事件
已造成5人死亡、2人
受重伤。
据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报道，警方表
示，弓箭袭击事件为
单人移动作案，动机
不明，尚无法排除为
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路透社报道称，这
一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
是挪威自2011年以来

今明两年美国天然气产量预计将回升

但需求或将下降

EIA预计，天然气产量将从2020年的914.9亿立方英
尺/日增加到2021年的925.5亿立方英尺/日，到2022
年将增加到964.1亿立方英尺/日。
【路透】美国能源
信息署(EIA)周三在
其《短期能源展望》
(STEO)报告中表示，
美国天然气产量在去年
因新冠疫情需求被破
坏而下降后，今年将
回升。
EIA预计，天然气产
量将从2020年的914.9
亿立方英尺/日增加到
2021年的925.5亿立
方英尺/日，到2022
年将增加到964.1亿
立方英尺/日。相比
之下，2019年的历史
最高水平为928.7亿
桶/日。
该机构还预计，天
然气消费量将从2020年
的832.5亿立方英尺/
日降至2021年的832.3
亿立方英尺/日，到
2022年将降至825.9亿
立方英尺/日。相比之
下，2019年的创纪录
水平为852.9亿立方英
尺/日。
如 果 预 测 正
确，2021年将是自2006
年以来消费量首次连续
两年下降，2022年将是
自1983年以来首次连续
三年下降。
美国能源情报署

10月份对2021年的预
测高于9月份预测的
供应量921.8亿立方
英尺/日，需求量为
825.4亿立方英尺/日。
该机构预测，美国
液化天然气出口将在
2021年达到97.1亿立
方英尺/日，在2022
年达到111.5亿立方
英尺/日，高于2020
年创纪录的65.3亿立
方英尺/日。这高于
9月份预测的2021年
95.8亿立方英尺/日和
2022年101.5亿立方英
尺/日。
EIA预计，因预计天
然气价格将上涨，导
致发电厂燃烧更多煤
炭，美国煤炭产量将从
2020年的5.35亿短吨增
至2021年的5.88亿短
吨，2022年将增至6.22
亿短吨。2020年的产量
为1965年以来最低。
EIA预计，随着发电
厂燃烧更多煤炭，燃烧
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
量将在2021年和2022年
分别增至49.21亿吨和
49.31亿吨，高于2020
年45.75亿吨的水平，
这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普京称油价可能达到每桶100美元

即便OPEC+寻求稳定市场
【路透莫斯科】俄罗
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
油价可能达到每桶100
美元，并补充称，莫
斯科及其在OPEC+中的
伙伴正寻求稳定全球市
场。OPEC+是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及其盟
友组成的联盟。
OPEC+上周坚持在
11月增产40万桶/日的
计划，拒绝了加大增长
力度的的呼吁。
这将原油价格推至
三年最高，增加了全球
通胀压力。
“这(每桶100美元)
是很有可能的，它(油
价)现在正在上涨，”
普京周三在一个能源
论坛上表示，“我们
和我们在OPEC+的伙
伴正在尽最大努力稳
定市场。”
“我们不允许价格
大幅波动，这不符合我
们的利益，”他称，

“我们试图抑制产量
不是为了让油价飙
升……我们主张(石
油产量)平稳而平衡
的变动。”
布兰特原油期货周
三回落至每桶82.50美
元，受累于需求担忧。
伊拉克油长Ihsan
Abdul Jabbar则对记者
表示，“我们认为价格
不会再高了。”
尽管美国和印度等
消费大国呼吁提高产
量，但俄罗斯副总理诺
瓦克(Alexander Novak)
周三表示，OPEC+将坚
持其宣布的计划。诺瓦
克是莫斯科在该联盟的
首席谈判代表。
当被问及是否计划
提高产量以让油价涨
势降温时，诺瓦克表
示：“我们正在按照商
定的时间表采取行动。
统一的共识是增产40万
桶/日。”

最严重的一次。据报
道，孔斯贝格市位于挪
威首都奥斯陆西南部约
68公里处，人口约2.8
万。目前，警方已封锁
孔斯贝格市大部分地区
并增派警力加强调查取
证工作。
中国驻挪威使馆当
天发布紧急消息，提
醒旅挪华侨华人留学生
及中方机构人员提高警

该国东南部孔斯贝格市当天发生一起弓箭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5人死亡、2人受伤
惕，加强安全防范。消
息称，如遇紧急情况需
要使馆协助，请拨打

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
电话： +4796903086/
93066621。

在疫情下的首次大型国
政选举。
日本共同社当天报
道称，众议院议员任期
结束后进行众议院选
举，在日本现行宪法下
尚属首次。不仅政府的
新冠疫情政策、经济
政策将成为选举的争
论点，持续近9年的安
倍晋三、菅义伟两届
政府的政治姿态也将
接受检验。
岸田文雄14日早晨

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接下来必
须由国民做出决定。
“通过选举，我们想
告诉大家，我们究竟在
追求什么。”
此次选举，各党派将
争夺共计465个议席，
包括289个小选区议席和
176个比例代表议席。岸
田文雄9月就任自民党总
裁时，把执政党获得过
半数议席（233个议席）
作为胜负线。

本田汽车明年将在中国推出新电动汽车品牌

未来五年推10款车型
【路透北京】日本
本田汽车周三表示，明
年将在中国推出一个新
的电动汽车品牌；而且
从2030年起，将只在中
国推出纯电动、氢燃料
电池或油电混合动力
汽车。
本田以其省油的内燃
机闻名，去年在中国销

售超过160万辆汽车。
本田表示，新品牌
将命名为“e:N系列
(e:N Series)”，并计
划在未来五年内与合作
伙伴广汽集团和东风集
团推出10款车型。
本田的两家合资企
业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
计划建立新的纯电动汽

车组装厂，预计2024年
开始投产。
计划中的新车型将
使用新的汽车操作系
统，并基于为电动汽车
设计的汽车产品平台进
行开发。
本田将在其现有的
所有零售门店设立e:N
系列专区。

韩国“N号房”案主犯终审获刑42年
【中新社首尔】当地
时间14日，韩国最高
法院大法院驳回“N号
房”事件主犯赵主彬
(ChoJu-bin）的上诉，
终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42年。
“N号房”事件是指
韩国系列网络性犯罪事
件。该案件主犯赵主彬
现年25岁，涉嫌从2019
年5月至2020年2月胁迫
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数
十名女性拍摄不雅视频
实施性剥削，并在即时
通讯软件Telegram聊天
群中贩卖传播该视频，
去年4月被韩国检方提
起诉讼。
2020年11月26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对“N号房”一案进行
了一审判决，判处主犯
赵主彬有期徒刑40年，
另外，隐匿犯罪所得案
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5
年，两案数罪并罚总和
刑期为45年。二审将两
案合并审理，考虑到赵

美国有望在10月底前与欧盟就钢铁关税达成协议
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周
三表示，美国有望在10月底前解决与
欧盟的钢铝关税贸易争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二会见了欧
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后者
上个月告诉华盛顿的一个智库，他对
达成协议持“适度乐观”态度。
“我们希望能在月底前达成协议”，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路透。

雅虎财经网站13日报道，英国一
家律师事务所称，受数千名为美国亚
马逊公司送货的英国司机委托，计划
对亚马逊发起索赔。这家律师事务所
表示，目前至少有3000名英国司机被
归为自由职业者，他们要求被纳为正
式员工，能够享有最低工资保障、带
薪病假等权利，同时向亚马逊公司索
赔总计达1.4亿英镑(超过12亿元人
民币)的补偿。据悉，这家律师事务
所此前曾代表优步司机成功为他们争
取到了相关权益。亚马逊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公司一直致力于确保司机能
够得到公平待遇，目前公司得到的司
机反馈都是正向的。

电煤供应不足 印度多地已开始拉闸限电
由于印度全国煤炭短缺，各地电
厂受到冲击，其影响已在各地显现。
比哈尔邦许多地区过去几天已累计停
电超过10个小时。 比哈尔邦从中央
政府的配电加上从市场买的议价电只
能满足72%的用电需求。比哈尔邦的
供电公司从市场买电每度已达到20卢
比(约合1.71元人民币)，是印度政
府正常电价6.6卢比(约合0.56元人
民币)的3倍。当地行业行会表示，由
于目前各种节日密集，工业生产受到
的影响还不明显。

前9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同比增逾30%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
长许宁宁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前9月，中国与东盟贸易保
持增长，达6305.4亿美元，同比增
长了31.1%，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
许宁宁谈到，今年1—9月，中国
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东盟、欧盟、美
国；中国与欧盟贸易额5993.4亿美
元，同比增长了30.4%；中国与美国
贸易额54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5.4%。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比中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多312亿美元。
据许宁宁介绍，今年1—9月，中
国与东盟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
比重14.4%，上年同期这一比重是
14.6%，今年较上年同期这一占比下
降0.2%。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致4人伤亡

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驳回“N号房”事件主犯赵主
彬的上诉，终审判处其有期徒刑42年
主彬又与部分受害者庭
外和解，调整量刑后于
今年6月1日判处其有期
徒刑42年。同时被判处
身份信息对社会公开、
通报10年，限制在儿童
青少年机构和残疾人福
利设施就业，佩戴定位
监控电子脚镣30年，追
缴违法所得1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54万元）。
大法院第二庭14日
驳回了赵主彬的上诉，
维持二审判决。检方

认为，赵主彬组织的
聊天室“博士房”组
织严密，有内部规矩，
分工协作，犯罪目的明
确，不只是单纯分享淫
秽信息，认定其为犯罪
团伙。赵主彬虽承认制
售、传播性剥削 制 品 ，
但否认“博士房”是犯
罪团伙，并声称检方违
法采集部分证据，但继
一审、二审法庭之后，
大法院也认定检方指控
的大部分罪名成立。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融资鸿沟”减缓复苏
【路透华盛顿】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周
三发布的《财政监测报
告》中称，鉴于疫苗接种
率、收入增长和借贷能力
方面的差距，较贫穷国家
的经济 增 长 可 能 会 比 疫
情前的预期落后数年。
报告显示，2020年全
球债务水平升至创纪录
的226万亿美元，一年内
就跃升27万亿美元，远
远超过2008和2009年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两年的
累计增幅20万亿美元。
IMF财政政策负责人
加斯帕(Vitor Gaspar)
在接受路透采访时表
示，其中约90%的增
幅来自发达经济体和中

简讯

英国送货司机拟向亚马逊索赔1.4亿英镑

日本众议院宣布解散 各党派选战拉开帷幕
【中新社】东京消
息：据日本广播协会14日
报道，当天下午，日本
众议院宣布解散，政府
在随后的临时内阁会议
上决定，下届众议院选
举日程为“19日发布公
告，31日投计票”。这
是自2017年10月以来日
本第一次举行众议院选
举，各党派 实 际 上 已
经就针对新冠疫情对
策和经济政策进入了
竞选活动，这将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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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通过金融市场来满足
支出需求的能力要弱得
多，而且更容易受到可
能加息的影响。
“疫苗鸿沟、气候
变化和融资鸿沟都是需
要全球采取行动来解决
的全球性问题，”他表
示，并警告说，低收入
国家面临着可能会使增
长前景多年放缓的复杂
挑战。
加斯帕称，疫情加
剧了低收入国家在危机
前面临的“相当大”的
资金缺口，并补充说，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
更容易受到全球利率变
化的影响。

报告称，这意味着
一旦各国央行开始取消
疫情期间采取的货币支
持措施，他们可能会看
到借贷成本上升速度要
快于预期。
全球政府债务稳定
在创纪录的88万亿美
元，略低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GDP)100%，财
政和经济发展情况千差
万别，这取决于当地的
疫苗接种率、疫情的发
展阶段以及政府获得低
成本贷款的能力。
报告称，总体而言
到2021年底，预计陷入
贫困的人口将比没有疫
情情况下高出6,500万
至7,500万人。

综合消息：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
报道，当地时间13日夜间，以色列对
叙利亚中部省份霍姆斯发动的空袭导
致至少1人死亡，3人受伤。
报道称，当地时间13日23时30分左
右，以色列战机向霍姆斯省巴尔米拉地
区的数个军事目标发射导弹，叙利亚防
空系统随即作出反应，但空袭仍造成1
名叙利亚士兵死亡以及3人受伤，另有
一座通信塔及其周边设施被破坏。
另据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称，此次空袭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7
人受伤。截至目前，以方尚未对此事
作出任何回应。

法国官方敦促民众在明年夏季之前
仍须对疫情保持警惕
法国官方当地时间13日敦促民众
在明年夏季之前仍须对新冠疫情保持
警惕。
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当天代表
官方通报法国最新疫情形势。他表
示，目前单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维持
在4000例左右，疫情形势不再继续改
善；全法仍有18个省份的新冠发病率
超过每10万居民中有50例感染者的预
警阈值。
阿塔尔指出，疫情再度反弹的风险
仍然很高，民众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冬
季尤需注意；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
问题也不能被排除。他敦促民众在明年
夏季之前仍须对疫情保持警惕。

印度一火车站遭200人持械打砸
5名安保人员受伤
印度一座火车站于12日遭到约200
人的洗劫，对车站内设施进行了打砸
破坏，5名铁路保护部队人员受伤。
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东南
部铁路局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大约
200人携带武器洗劫了贾坎德邦和
奥里萨邦交界处的班斯潘火车站，5
名铁路保护部队人员受伤，其中2人
伤势严重，此外，财产损失达到千
万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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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千大使

向印尼伊联总主席赛义德视频辞行
【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10月12日，肖千大
使向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
会（伊联）总主席赛义德
视频辞行，伊联副总主席
马克苏姆、总司库毕纳等
出席。
肖大使表示，到任4年
来，在佐科总统领导下，
印尼政治稳定、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在习近平
主席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
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拓展深化。中方
对当前两国关系发展良好
势头感到满意，对两国关
系未来充满信心。中印尼
关系取得积极发展成就，
离不开包括伊联在内印尼
各界鼎力支持，我谨对过

去4年总主席阁下和伊联
为中印尼关系发展以及我
本人和使馆工作给予的支
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肖大使表示，伊联是
印尼最大穆斯林群众组
织，在印尼宗教、政治、

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
用。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
伊联关系，近年来双方友
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
方愿继续加强同伊联在抗
疫、宗教、教育、救灾、
民生等领域合作，促进两

国友好，助力中印尼关系
发展。
赛义德热烈祝贺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
年，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
关系积极发展成就，赞

赏和感谢肖大使为两国关
系发展所作辛勤努力和积
极贡献。赛表示，伊联同
中方长期保持友好交流
合作关系，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中方通过伊联向印
尼民众捐赠大批防疫和生

活物资，帮助印尼抗击疫
情。我谨代表伊联和印尼
广大穆斯林民众对中国朋
友慷慨无私援助表示高度
赞赏和衷心感谢。伊联愿
继续支持和参与两国友好
合作事业。

印尼客家博物馆二位先贤铜像追思仪式同时举行
【本报讯】（一）客家
先贤徐锐华纪念铜像揭幕
仪式时光匆匆，无论天上人
间，许多事都是昙花一现而
过。四年前，雅加达华社贤
达，客家人楷模徐锐华先贤
因病与世长逝，享年80岁。
2021年10月10日上午
11时,徐锐华夫人郭杞云
女士率众儿女子孙30多人
赴座落在华人文化公园客
家博物馆二楼,为徐锐华
先贤铜像举行简单肃穆的
落成揭幕仪式。
徐锐华先贤多才多艺，
书法一流；歌声浑厚宏
源、极具磁性。是出名的
企业家、也是出色的艺术
家，为雅加达客属联谊会
的发展贡献了绵力。徐锐
华先贤生前曾任诸多华社

职位如下: 印尼巴中校友
会名誉主席,雅加达巴中
校友会57届同学会主席,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副监事
长,雅加达客属联谊会永
远荣誉主席,雅加达新华
校友会荣誉主席,雅加达
东海堂徐氏宗亲会主席,
雅加达巴中合唱团A团团
长,雅加达客联合唱团顾
问,印华百家姓协会中央
理事会名誉主席,印尼老
平校友会主席,印尼书法
家协会荣誉主席。
（二）客家先贤叶正欣
纪念铜像追思仪式
同属客家楷模,出色的
华社领导叶正欣先贤三年
前(2018年10月4日)不幸在
新加坡因车祸抢救无效,永
离人间。其夫人陈美秀于

陈秀美和子女、孙儿孙女们在叶正欣铜像前留影。

今日率家属前往墓地祭拜,
之后亦前往客家博物馆举
行追思纪念拍照仪式。
叶正欣乡贤为人和善
可亲，在众多社团中担任
领导人、特别是雅加达客
属联谊会、叶氏宗亲会、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贡献良
多，鞠躬尽瘁。
时光飞逝，三年匆匆，
人虽不在，但他的形象永
存，众多客家乡贤永远怀
念他。
叶正欣先贤曾任诸多华
社职位如下: 印尼广东社
团联合总会总主席,雅加
达客属联谊会主席,雅加达
南阳堂叶氏宗亲会主席,印
尼客属联谊总会副总主席
印尼梅州会馆名誉会长,印
华百家姓协会名誉主席,印

郭杞云为其夫君徐锐华铜像
揭幕。

左起：江淼成、杨健昌、张和然、郭杞云、孙女、周树兴
在徐锐华铜像揭幕后合影。

尼华裔总会名誉主席,印尼
中华总商会名誉主席,印尼
华商总会名誉主席,印尼工
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名誉主

席,雅加达中华中学校友会
副理事长印尼茂物客属联
谊会辅导主席,茂物正中校
友会辅导主席。

郭杞云和儿女、孙儿、孙女及友人们们在徐锐华铜像前合影。

家属们纷纷表示将化哀
思为力量,继承遗志,踏着
先辈们的足迹继续前行以
告慰在天之灵。

陈美秀和儿女、孙子孙女们及亲朋们在桂林山庄拜祭后合影。

陈美秀和家属、亲朋好友们在叶正欣铜像前合影。

华侨大学旅游管理等四个本科专业

接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教育质量认证专家审核
【华侨大学网站】2021年
10月11日下午，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教育质量认证工作见
面会在线上召开，该组织教育
质量认证委员会委托审核员乔
治先生通过网路对我校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四个
本科专业开展认证审核。
我校副校长王丽霞，学校认
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旅游学
院负责人、旅游学院认证工作小
组、教学机构负责人、教师代
表、学生代表等参加见面会。
王丽霞简要介绍了华侨大学
校情校史和旅游学院认证工作
筹备情况。她表示，期待通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质量
认证专家的精准把脉和权威指
导，切实帮助华侨大学旅游学
院加快专业内涵建设，推进人
才培养的国际化，进一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在践行学校“
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

理念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会上，旅游学院负责人作专
题报告，详细介绍了学院发展
历程、定位与使命、人才培养
模式、保障体系。乔治先生介
绍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教育
质量认证的宗旨、考察内容和
方式。
据悉，评审将持续5天，审
核员将逐项审核自评报告中的
佐证材料并进行访谈，访谈对
象包括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
学院专任教师、学生、校友、
用人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负责人
等各方面代表，通过各相关层
面不同角度充分审核学院办学
质量情况。此外，学校认证工
作领导小组还将通过直播形式
向审核员介绍华侨大学校园环
境、食堂、图书馆、机房、语
言教室、旅游实验中心、智慧
教室等条件保障情况。
据了解，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旅游教育质量认证是由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的唯一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类教育质
量认证，旨在提高旅游教育、
旅游培训及旅游研究项目的质
量，通过认证的专业不仅可以
成为世界旅游组织教育质量授
权合作伙伴，还能与通过认证
的其他海外院校开展教育、培
训、科研等多方面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旅游学院于2020年8
月向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教育
质量认证委员会正式提交认证
申请。在申报阶段，学校学院
两级组织工作小组认真完成申
报材料的编写和相关佐证支撑
资料编写、翻译工作，对雇主
单位及毕业学生进行了细致的
走访与调查，通过面谈、问卷
调查、采访等多种手段积累了
大量的一手资料，累计编写和
翻译申报材料及支撑资料二十
余万字。
华侨大学旅游学科创办于
1984年，是“中国旅游名校

评审员介绍认证工作要求
T10联盟”成员单位，也是中
国大陆第一家可以直接向海外
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的旅游学院，拥有中国首个国
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旅游虚拟仿
真实验中心。学院学科特色鲜

明，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育人
经验较为丰富，为开展专业认
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希望通
过此次认证进一步提高办学质
量，扩大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规
模，与国际上高水平旅游学院
开展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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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吉祥山三语国民学校获教育局允许

本周开始实行有限度面对面教学活动
【本报周孙毅报道】自雅
加达紧急社会活动限制令降至
三级后，雅加达教育局已开始
允许市内的各学校可以实施有
限度的面对面教学。位于雅加
达北区Muara Karang Jl.Pluit
Karang Sari VI No.1-10的吉
祥山三语国民学校（Sekolah
Bukit Mulia）已从本周开始实
行有限度的面对面教学活动。
此次实施有限度面对面教学
工作，主要基于几项考虑，即：
（一）吉祥山学校是根据教育局
相关单位的核实而制定的标准之
后，开始实行有限度的面对面学
习活动。（二）该校备有充足的
学校基础设施。（三）目前新冠
疫情已显示好转，而雅加达限
制级别已从最高的四级下调为三
级。（四）吉祥山学校所在区的
Muara Karang 一带已转为绿区。
（五）实行有限度面对面学习的
目的主要让学生做好准备，使他
们能够逐步参与学习和社交，以
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六）通
过面对面的学习，希望学生对学

习活动更有热情。（七）在学龄
期学生与朋友社交的心理上是非
常重要的。（八）促使学生与教
师的互动更方便，并使学习过
程更容易。（九）让教师更容易
掌握远程学习无法提供的学习材
料。（十）重建学生的运动和社
交活动。（十一）重建学生与朋
友互动的自信心。
吉祥山学校已做好各项防
疫措施，包括：（一）根据健
康协议，支持教师们和学生安
全的设施和基础设施已适当提
供。(二)
由教师和工作人员
组成的防疫特别工作组将维持
学生的进出流动。（三）吉祥
山学校已根据教育局负责人法
令成立了处理疫情的特别工作
组，对面对面学习和处理紧急
情况进行严格监督。（四）在
校所有教师和工作人员将根据
健康规程适当欢迎和监督学生
的程序。（五）本校已与相关
机构合作，对所有教师和学校
工作人员进行了面授学习的培
训和排练。（六）特别的学习

学生抵达学校事先要洗手。

时间表，一个班最多20名学
生，学生之间的最小桌距为1
米。（七）学生之间须保持距
离，并严格遵守吉祥山学校横
幅上写的健康规程。（八）家
长需要参与学生进入学校环境
前的准备过程和学生回家后的
接机过程。（九）混合学习系
统的实施，它是面对面学习和
远程学习的混合，因为有限度
面对面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
（十）根据雅加达教育局负责
人关于有限度面对面学习的法
令中的第 4 点，因此，各单位
负责人及校长必须定期和持续
地监督和评估面对面学习的实
施情况，以确保学校安全地实
施有限的面对面学习。
法律依据和实施：（一）目
前吉祥山学校只限于初中阶段
学生实施有限度的面对面教学
活动，小学和幼儿园阶段将很
快跟进。（二）根据 雅加达省
教育局的验证和验证，吉祥山
学校之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准备
情况被认为是充分和安全的。

（三）雅加达省政府教育局
根据雅加达省教育局负责人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颁布的第
984 号 2021 年法令授予实施
许可证，内容涉及： 在社区活
动实施限制期间的混合学习阶
段 II 中的面对面学习。（四）
吉祥山学校初中部是雅加达和
千岛群岛的809 所公立与私立
学校被许可进行有限度的面对
面学习的学校之一。（五）吉
祥山学校初中部是北雅加达 1
和2 区13所公立和私立初中学
校中获得有限度面对面学习许
可的学校之一。（六）吉祥山
学校初中部推行有限度的面对
面学习，得到了大多数家长的
支持。（七）所有吉祥山学校
的教师和员工都已接种 Covid
19 疫苗。（八）所有吉祥山学
校的初中生也已接种了疫苗。
（九）吉祥山学校初中部的有
限度面对面教学活动 将按照严
格的程序和流程进行。（十）
此有限度的面对面学习是无一
例外地提供给所有学生。

学生之间保持距离进行学习。

吉祥山学校已准备好开始实行有
限度面对面教学工作。

吉祥山学校校长和老师与教育局代表合影。

2021年「台北国际包装工业展」暨「台北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展」

在雅加达Kelapa Gading购物中心登场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2021年「台北国际包
装工业展」暨「台北国际
食品加工机械展」印尼雅
加达产品展示会暨视讯采
购洽谈会，于10月14至17
日，在雅加达北区Kelapa
Gading购物中心登场。
本次展会由台湾“经济
部”国际贸易局主办，并
得到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协
办。现场展示了丰富的食品
机械及包装产品丶样品及影

片，呈现台湾高品质丶高效
能的自动化机台，以及结合
环保丶设计丶创新的最新包
装材料丶机械和技术。
参加本活动的展商有：
台湾知名食品机械厂商「
中生机械」展示耐用稳定
的食品加热搅拌机；「新
迪工业」则带来自动化
连续成型生产线设备；「
瑞汉机械」制造高精密及
高技术的各式纸盒折盒机
器；「谷源塑胶」专业制

2021年「台北国际包装工业展」暨「台北国际食品加工机
械展」雅加达Kelapa Gading购物中心登场。

造塑料热收缩膜包材，其
自动套标机荣获2021台
湾精品奖；「金弘吉」制
造生产贴标机械超过20馀
年；「利炜」研发及制造
化妆品与保养品专业机械
设备；「允享」致力於绿
色环保食品纸容器成形设
备研发与制造。各个厂商
皆拥有台湾专业的制造技
术及创新研发能力。
「台北国际食品系列
展」是亚洲重要的食品

产业展览，包含「台北国
际食品展」丶「台北国际
食品加工机械展」丶「台
湾国际生技制药设备展」
丶「台北国际包装工业
展」与「台湾国际饭店暨
餐饮设备用品展」，展出
食品产业上丶中丶下游完
整的供应链。本系列展累
积数十年的口碑及买主
数，2021年实体展将于12
月22至25日于台北南港展
览馆2馆登场，同期举办为

来宾们参观展会一景。

期一个月的线上展，实体
展览结合数位拓销平台双
管齐下，吸引海内外买主
线上观展及采购，激发创
新能量，开拓更多商机。
本活动汇聚台湾优质食
品加工机械与包装机械设
备厂商，现场展示食品专
业制造机械丶自动套标机
械丶化妆品包装机械丶自
动化连续成型生产线设备
丶贴标机械丶纸容器成形
设备丶纸盒折盒机械及食

品加热搅拌机等，欢迎对
台湾食品产业链兴趣浓厚
的业者届时前来参观。
2021年台北国际食品
系列展相关讯息请参考以
下网站：食品展：www.
foodtaipei.com.tw
；
食品机械展/制药机械
展：www.foodtech.com.
tw； 包装展：www.taipeipack.com.tw
餐饮设备展：www.
taiwanhoreca.com.tw

展会现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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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习近平强调，民
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
持的重要理念。评价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
不是民主的、有效
的，主要看国家领
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
替，全体人民能否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
会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事业，人民群众
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
求，社会各方面能否
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
活，国家决策能否实

现科学化、民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
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
导和管理体系，执政
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
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
的领导，权力运用能
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
督。
习近平指出，民
主不是装饰品，不是
用来做摆设的，而是
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
解决的问题的。一个
国家民主不民主，关
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
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神舟十三号16日发射

航天员乘组确定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空间站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翟志刚（中）、王
亚平（右）、叶光富3名航天员将执行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香港中通社14日讯】
10月14日下午，空间
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召开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
布会，通报此次任务
有关情况。
据介绍，经总指挥
部研究决定，瞄准北
京时间10月16日0时
23分发射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由航天员翟志刚、王
亚平和叶光富组成，
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其中，航天员翟志
刚是中国首位出舱航
天员，航天员王亚平
执行过神舟十号载人
飞行任务，航天员叶
光富是首次飞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林西强说，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将首次
在轨驻留6个月，这
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
航天员乘组常态化驻
留周期。女航天员王

亚平将首次进驻中国
空间站，也将成为中
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
的女航天员。
据报道，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
务，也是该阶段最后
一次飞行任务。主
要目的包括：开展机
械臂辅助舱段转位、
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
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
验；进行2-3次出舱
活动，安装大小机械
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
悬挂装置，为后续空
间站建造任务作准
备；进一步验证航天
员在轨驻留6个月的
健康、生活和工作保
障技术；进行航天医
学、微重力物理领域
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
用，开展多样化科普
教育活动；全面考核
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
站任务的功能性能，
以及系统间的匹配
性。

10月13日至14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
权，更要看人民有没
有广泛参与权；要看
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
到了什么口头许诺，
更要看选举后这些
承诺实现了多少；要
看制度和法律规定
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
和政治规则，更要看
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

下降12.5%；通用航空
飞行11.1万小时，环比
增长1.8%，同比增长
3.6%。前三季度，全
行业完成运输航空飞行
729.0万小时，同比增
长21.1%；通用航空飞
行84.6万小时，同比
增长25.8%；未发生运
输航空事故，行业安全
生产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态势。截至9月底，中
国运输航空持续安全飞
行133个月、9673万小
时，安全运送旅客49.7
亿人次。
李勇称，9月份，民
航生产运输呈现逐步恢
复态势，主要指标较上

宠、选举后就被冷
落，这样的民主不是
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
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一个国家是不
是民主，应该由这个
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
人指手画脚来评判。
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
不是民主的，应该由
国际社会共同来评
判，而不应该由自以
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
判。实现民主有多种
方式，不可能千篇一
律。用单一的标尺衡
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
治制度，用单调的眼
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
的政治文明，本身就
是不民主的。

（生物多样性大会）“昆明宣言”：

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之路
【中新社昆明14日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第一阶段会议13日
通过“昆明宣言”。中
国学者指出，“昆明宣
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
性会议的宣言，将对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
向影响。
强烈政治信号：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
物园主任任海对中新社
记者说，“昆明宣言”
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
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
议的宣言，将对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
响。
2020年世界自然基
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人类正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开发和破坏自
然。自1970年以来，
由于人类将地球的生命
维持系统推向了边缘，
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下
降了68%。评估显示，
受人类过度消费、人口
增长和集约化农业的驱
动，全球野生动物的数
量正急剧下降。
“如果任由这种威胁
持续和人类行动不力发
展下去，就会越过地球
的生物多样性阈值，产
生不可逆的影响，未来
再要进行恢复，投入将
是巨大的，而且恢复的
不确定性也高，导致人
类发展的不可持续，这
将是灾难性的，许多灾
难科幻片的场景会变成
现实”，任海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
丽莎白·穆雷玛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3.53亿人次
【中新社北京14日讯】
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
公室副主任李勇14日
在民航局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披露，今年前
三季度，中国民航全
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
量、旅客运输量、货
邮运输量分别为669.3
亿吨公里、3.53亿人
次、545.6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22.0%、25.8%
和14.3%，分别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69.3%
、71.0%和100.1%。
据李勇介绍，今年9
月份，全行业完成运输
航空飞行77.8万小时，
环比增长39.4%，同比

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
程序是否民主，更要
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
人民监督和制约。如
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
被唤醒、投票后就进
入休眠期，只有竞选
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
号、竞选后就毫无发
言权，只有拉票时受

月均有明显回升，全行
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
量、旅客运输量、货邮
运输量分别为68.9亿
吨公里、3611.7万人
次、59.9万吨，环比分
别增长40.3%、61.2%
和15.2%，同比分别下
降17.7%、24.7%和
10.1%。
此外，9月份，民航
共保障各类飞行37.1
万班，日均1.2万班，
日均环比增长37.7%，
同比下降11.7%。前三
季度，共保障各类飞行
341.4万班，同比增长
18.5%。9月份全国航
班正常率为92.7%。

10月13日下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
昆明宣言”。图为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宣布
通过《昆明宣言》。
昆明宣言”集中反映了
各方的政治意愿，向国
际社会发出遏制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强烈政治信
号。“昆明宣言”的通
过，体现了各国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切
实贡献、采取有效行动
的决心和意愿。
“昆明宣言”指
出，生物多样性的持
续丧失危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其他国际目标
的实现，过去十年在
《2011-2020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下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令人深
切担忧的是这些进展不
足以实现“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
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接
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只有跳出传统工
业时代的旧思维，通过
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彻
底的绿色转型，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
家园、经济与环境协同
共进的地球家园、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
园，才能确保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以及
其他环境资源目标的协
同实现。
张永生认为，“昆
明宣言”的通过，既是
国际社会扭转当前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努力结
果，又是克服新的艰巨
挑战的开始。“昆明宣
言”是一个强有力的信
号，向世界展示了保护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政治
决心，也是中国作为大
会东道国，在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展现领导
力的产物。
17项承诺关键词：
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
“昆明宣言”作出
了确保制定、通过和实
施一个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等17项具体承诺。
任海说，“昆明宣
言”有17项承诺，多次

人民币：2,251.48
简讯

新加坡币：10,512.00

简讯

习近平：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北京14日讯】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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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
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
针对过去履约存在的问
题提出来的“良药”，
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
宣言指出，使生物
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是
本十年的一个决定性挑
战，在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行动十年、联合国
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
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
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
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来
制定、通过和实施一项
兼具雄心和变革性的、
能够平衡推进《生物多
样性公约》三大目标
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
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
对中新社记者说，宣言
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
标，其中包括2030年
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
和海洋面积，生物多样
性走上恢复之路，以及
2050年全面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能就生物论生物，也
不可能靠单一的措施、
单一的行动、单一的国
家、单一的组织实现，
必须发挥综合、协调的
作用，需要强大的政治
动力来制定、通过和实
施一项兼具雄心和变革
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
样性恶化的局面，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高吉喜说。
任海表示，根据“
昆明宣言”，若各方达
成共识，可以对人类保
护自然的路线进行一
次“总修正”，通过主
流化实现系统性变革，
来制订“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以
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
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
之路，进而全面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年愿景。

习近平向第130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4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65年
来，为服务国际贸易、促进内外联
通、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世界经济贸易面临深刻变革。
广交会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
机制，丰富业态，拓展功能，努力打
造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
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重要平台。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携起手来，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第
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当日在
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主题为“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由商务部和广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新社）

中国2022年度“国考”将启
拟招录公务员3.12万人
14日讯，中国国家公务员局14日
发布消息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本次招考共有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
构参加，计划招录3.12万人。
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
续向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倾斜。安排
2.1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
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坚
持基层导向，有8700余个计划补充
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区）级及
以下直属机构，并采取适当降低学历
要求、放宽专业条件、不限制工作年
限和经历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设置
2800余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
业生退役士兵，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国家公务
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考将对
考生政治素质的测查评价体现到资格
条件设置、资格审查、笔试、面试、
考察、试用等各环节。对政治上不合
格的，坚决不予录用。据知，公共科
目笔试将于11月28日在中国各直辖
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个别较
大的城市同时举行。（中新社）

台湾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境外输入
14日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14）日公布，台湾新增8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均为境外移入；另
确诊个案中无新增死亡。指挥中心说
明，今日新增8例境外移入个案，为
6例男性、2例女性，年龄介于10多
岁至40多岁，分别自美国、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
入境，入境日介于9月29日至10月12
日，皆持有搭机前3日内检验阴性报
告。（新浪新闻）

第四届进博会线上国家展试运行
14日讯，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进博会）线上国家展试运行仪
式13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
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刘福
学表示，国家展作为进博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首届以来受到各界广泛关
注。第四届进博会国家展按照“越办
越好”总要求，创新办展形式，采用
三维建模、虚拟引擎等技术为各参展
国精心搭建数字展厅，是一次新尝试
和积极探索。第四届进博会线上国
家展通过图片、视频和3D模型等展
示参展国发展成就、优势产业、文
化旅游、代表性企业等，让观众足
不出户就可以将各国美景美食尽收
眼底。试运行期间，第四届进博会
线上国家展将先上线部分国家的展
示内容，开展宣传预热，11月5日进
博会开幕时，线上国家展将同步正
式运行。（中新社）

江苏淮安一化工厂发生火灾
1人受伤1失联
14日讯，江苏淮安工业园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14日通报，当地一双
氧水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1人
受伤，1人失联。
通报称，10月14日7时左右，淮
安工业园区富强新材料有限公司双
氧水厂发生一起火灾。消防、公
安、应急、环保等部门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开展救援。经初步监
测，火灾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目前1人受伤，已送医救治；1人失
联，正在全力搜救。火灾原因正在
调查处置之中。据新京报消息，事
发企业曾在2021年3次被消防部门处
罚。（中新社）

体育 OLAHRAGA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汤尤杯中日冲小组第一祭出最强阵容

石宇奇桃田亮相
【新浪体育14日讯】汤尤杯决赛阶段比赛在丹麦的
奥胡斯继续进行，汤姆斯杯将迎来最后一轮小组赛，两
大夺冠热门中国队和日本队都会亮相。在最后一场小组
赛，石宇奇将出赛引领球队迎战印度队。
中国队和印度队此前都拿到2
胜，双方都已提前锁定了出线资
格，这场直接对话将决定小组第一
的归属。中国队在单打上尽遣最强
阵容，石宇奇在本届汤杯首次亮相
出任一单。不久前的苏迪曼杯决赛
里，石宇奇战胜桃田贤斗为中国队
贡献了关键1分。另外两位单打分
别是陆光祖和李诗沣，他们两人都
在前两场小组赛中出赛。
双打方面，中国队沿用了上一
场小组赛的组合，何济霆/周昊东
出任一双，刘成/王懿律打二双。

在苏迪曼杯决赛对阵日本队时，何
济霆/周昊东为中国队拿到了第1
分。
印度队对这场小组头名之争也
非常重视，他们派出的阵容是单打
斯里坎斯、威尔玛和乔治，两对
双打分别是兰基雷迪/谢蒂、阿尔
君/卡皮拉。
D组的日本队也会迎来最后一
战，他们将与马来西亚队交锋。
羽坛一哥桃田贤斗将迎来汤杯决赛
首秀，另外两位单打是常山干太和
西本拳太，两对双打分别是保木卓

朗/小林优吾、古贺辉/渡边勇大。
马来西亚队由李梓嘉领衔，另外两
位单打分别是詹俊为和梁峻豪，两
对双打分别是奥运铜牌得主谢定
峰/苏伟译、吴世飞/诺伊祖汀。
值得注意的是，李梓嘉和桃田
贤斗将迎来两周内的第3次交锋，
之前两次对决双方各胜一场。

中国体操队东京飞福冈分乘3架飞机 在路上花掉2天
【新浪体育14日讯】出征2021
年体操世锦赛的中国体操队，于东
京时间10月12日17点飞抵东京成田
机场，近13日0点才入住酒店，13
日分三批乘坐日本国内航班抵达赛
区北九州。历经整整两天的路途劳
顿，队伍全程做好防疫工作，将于
14日展开赛前训练。
“到达东京成田机场后，办好一
大堆手续，包括各种APP下载、注
册及配合组委会的防疫工作等。由
于13日从东京飞往福冈的航班从羽
田机场起飞，我们随后乘坐大巴从
成田机场到羽田机场附近的酒店，
成功入住时已经快到24点了。”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叶振南告诉记者，出于防
疫的考虑，组委会要求13日飞往福
冈的飞机上每排座位只坐一人，所
以中国体操队需分三个航班抵达赛
区。“第一批裁判和辅助人员乘坐
早上7点多的飞机，第二批女队4名
队员、4名教练乘坐上午10点多的飞
机，第三批男队6名队员、4名教练
乘坐下午1点多的飞机抵达。从东京
到福冈的飞行时间有1个多小时，等

到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才统一乘车
前往酒店。”
12日和13日两天全部花在路上，
中国体操队克服旅途劳顿，将于14日
投入赛前训练。据叶振南介绍，队伍
14日将先在组委会安排的训练场地训
练，15至17日进行赛台训练。
“与东京奥运会一样，出于防
疫的考虑，这次世锦赛也实行闭环
管理。由于今年世锦赛是单项世锦
赛，参赛选手也很多，分散在多个
酒店。我们在往返酒店、餐厅、训
练场、比赛场之间时都必须乘坐组
委会预约好的出租车，这可能比奥
运会时还复杂，对我们年轻的队员
们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和锻炼。”
由于参赛队伍入住的酒店还要对

外营业，各个队伍的用餐都要乘车
前往定点餐厅，再加上从酒店往返
训练场、比赛场等区域，给队伍的
防疫和保障工作格外增加了困难。
本次世锦赛中国体操队派出男
队6人、女队4人参赛，其中男队
张博恒、侍聪出战男子全能项目，
翁浩、兰星宇、黄明淇、胡旭威分
别参加鞍马、吊环、跳马、单杠项
目；女队韦筱圆参加女子全能的角
逐，罗蕊、李诗佳都参加高低杠、
平衡木两项比赛，祁琦将在跳马、
自由操项目出战。
由于体操项目在日本深受欢迎，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次世锦赛
观众席将部分开放，会有一定比例
的观众入场观赛。东道主日本队也
派出由东京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桥
本大辉领衔的豪华阵容，传奇名将
内村航平也将出战单杠项目，女队4
名奥运选手村上茉爱、畠田瞳、芦
川悠莱、平岩优奈将全部参赛。
从报名情况来看，很多队伍的单
项好手都前来参赛，竞争将非常激
烈。这种高手云集的场面，对年轻的
中国队员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锻炼。

马竞想签匈牙利中卫绍洛伊 转会费将在2000万欧元
【新浪体育14日讯】
据西班牙《阿斯报》报
道，马竞有意引进费内
巴切中卫绍洛伊（Attila
Szalai），球员的转会
费将在2000万欧元左
右。

绍洛伊现年23岁，在
今年1月加盟费内巴切，
至今共为球队出战34
次，打进3球。
绍洛伊在本次国家队
比赛日与英格兰的比赛
中出场，全场盯防哈里-

凯恩，两人的6次对抗中
绍洛伊赢得了4次，表现
得到了称赞，他在比赛
中完成了46次传球，成
功率84.8%，帮助球队
客场1-1战平三狮军团。
马竞对于绍洛伊很感

兴趣，费内巴切对球员
的估价不低于2000万欧
元，但有消息称，一份
2000万欧元左右的报价
就会让费内巴切放人。
除了马竞外，塞维利
亚也在关注绍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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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俱乐部将包私人飞机接队内

南美国脚返回英国

【新浪体育14日讯】据
《 每日 邮 报》 报 道， 英 超
球 队将 包 机接 队 内的 南 美
球员返回英国。
报道称，包括曼城、
曼 联、 利 物浦 和 切尔 西 在
内 的英 超 球队 联 合包 了 一
架 私人 飞 机， 来 接队 内 的
9名巴西、乌拉圭国脚返
回英国。这9人包括拉菲
尼 亚、 卡 瓦尼 、 埃德 森 、

热 苏斯 、 阿利 森 、法 比 尼
奥 、席 尔 瓦， 他 们将 在 世
预 赛一 结 束便 立 刻乘 机 返
回 英国 ， 时间 暂 时定 在 英
国时间周五凌晨1点半。
除此之外，热刺打算在
周 日挑 战 纽卡 斯 尔之 前 ，
安 排私 人 飞机 接 回队 内 的
南 美国 脚 ，他 们 分别 是 洛
塞尔索、C-罗梅罗、达文
森-桑切斯和埃莫森。

巴萨依然是强大品牌

4亿粉丝不会突然离开
【新浪体育14日讯】
巴 萨俱 乐 部副 主 席罗 梅 乌
称 赞了 皇 马主 席 弗洛 伦 蒂
诺 ，表 示 皇马 利 用疫 情 期
球 迷不 能 进场 的 机会 ， 对
伯 纳乌 球 场进 行 改造 ， 这
十分明智。
而巴萨却没有这样做。
罗 梅乌 表 示看 到 这个 他 感
觉 恼火 ， 巴萨 没 有抓 住 机
会 改造 球 场， 现 在情 况 已
经不一样了。
不管如何，罗梅乌表
示 ：“ 我 们已 经 向投 资 者
表 明， 巴 萨的 品 牌是 非 常
强 大的 。 如果 获 得俱 乐 部
会 员大 会 授权 ， 巴萨 将 开
启球场改造工程。”
罗梅罗还表示，福布斯
杂 志评 估 ，巴 萨 是最 具 价

值 的体 育 品牌 。 “这 不 是
我 们说 的 ，是 福 布斯 杂 志
评的。4亿粉丝不会突然
离 开。 我 们是 一 个非 典 型
的 俱乐 部 ，我 们 代表 着 一
个 国家 ， 即使 有 人不 喜 欢
这一点。”

2021年巴布亚第廿届全运会奖牌榜
名次

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西爪哇省

128

97

112

337

2

东爪哇省

107

86

78

271

3

雅京特区

101

88

96

285

4

巴布亚

87

62

100

249

5

巴厘岛

28

23

51

102

6

中爪哇省

25

46

61

132

7

东加省

22

32

40

94

8

廖内省

20

23

20

63

9

西努省(NTB)

14

11

12

37

10

楠榜

14

10

1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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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人遗忘的人
先知撒母耳在以色列
国是通国所熟知的神的
仆人，他是以色列国的
先知，祭司和属灵领袖。
当他来到伯利恒人耶西的
家里时，可以说是蓬荜生
辉，房屋添彩。耶西心
想，贵客登门一定会有好
事临到，于是，就把自己
最看重的儿子一个一个的
叫了过来。
来陪伴撒耳母吃饭，
能够和撒母耳一块吃饭，
这是极大的荣誉，也是一

次非常好的机遇。在耶西
的眼里，他最看重几个儿
子，可能这些儿子有的长
的像他，有的性格像他，
有的讨他喜爱，在他的内
心是比较优秀的儿子。
才让他们参与陪伴贵宾吃
饭，由此可以看出，父母
也有偏心眼。好的机会都
留给自己喜欢的儿子，而
不被看重的儿子，却被父
亲遗忘了。也可以说，这
个儿子在家里没有地位，
是受气包，常受指责，是
盐丁儿，咸的很。就是这
样的一个人人看不起，然
而，神却非常珍爱他。
在一次大卫的哥哥
对他的态度中，就可以
看出大卫所遭遇的生活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拿起一个装有
水的杯子，问在座的听众：“猜猜看，
这个杯子有多重？”“50克”“100
克”“125克”，大家纷纷回答。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可以肯定
人拿着它一点也不觉得累。”
教授说：“现在，我的问题是，如
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结果会怎样？”
“不会有什么。”大家回答。
“那好。如果像这样拿着，持续一
个小时，那又会怎样？”教授再次发
问。
“胳膊会有点酸。”一位听众回
答。
“说得对。如果我这样拿着一整天
呢？”
“那胳膊肯定会变得麻木，说不定
肌肉会痉挛，到时免不了要到医院跑一
趟。”另外一名听众大胆说道。
“很好。在我拿杯子期间，不论时
间长短，杯子的重量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那么拿杯子的胳膊为什么会酸痛
呢？肌肉为什么会痉挛呢？”
教授顿了顿又问道，“我不想让胳
膊发酸、肌肉痉挛，那该怎么做？”
“很简单呀，您应该把杯子放

环境。撒上17:28
大
卫的长兄以利押听见大
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
向他发怒，说，你下
来作什么呢？在旷野的
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
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
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
特为要看争战。本来大
卫是来看望哥哥们的，
也是来送饼的，大卫爱
他们，得到的却是批评
和指责。哥哥们对他恶
语中伤，他受伤害如同
家常便饭一样容易。受
伤害多的人，脸上才有
光红，双目才清秀。撒
上16:12 耶西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
红，双目清秀，容貌俊

美。耶和华说，这就是
他，你起来膏他。
耶西叫来了他的众
子，他们都在撒母耳面前
经历，神却没有验中一
个。撒上16:10
耶西叫
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
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
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从
中也让我们看出，人喜欢
的人，shen未必就喜欢。
人看重的人，神未必就看
重。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
相差太远。撒上16:11 撒
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
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
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坐席。这个被人

一杯水的故事
下。”一名听众回答。
“正是”，教授继续说：
“其实，生活中的痛苦有时就像我
手中的杯子，我们痛苦几分钟没有关
系，但如果长时间地想着它不放，它就
可能侵蚀你的心灵。日积月累，你的精
神可能濒于奔溃，那时你就什么事也干
不了了。”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
们整天闷闷不乐，摆着一张被生活欺负
过的脸。
可是仔细想想，令他们纠结、痛
苦、不愉快的，并非多么不可挽回
的大事，反而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
有一句话说的挺好，人生除了生与
死，再无其他大事。但大多数人，懂这
个道理，但依旧做不到。
而我们之所以容易困在一人一事一
局中，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点智
慧。
其实，作为成年人，每个人的生活
中，都有许多不如意。大到找不到自
己的健康、孩子的工作家庭、父母的

忽略，被父母遗忘，被人
轻看的人就是大卫。大卫
曾作诗说：“诗27:10 我
父母离弃我，ye和华必收
留我。”
他在家庭中学习仰望
神在旷野学习依靠神他和
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虽
然人都不喜欢他，淡忘
他，但是，神却喜欢他。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人
可能和大卫一样，在生活
中表现的非常软弱，受人
歧视，不受戴见。shen是
为了要塑造他的品格，让
他知道人都是靠不住的，
唯有神是我们生命中依靠
和帮助。人会远离神不远
离，人会轻看神不轻看，
人会忽略神不忽略。

文/倪雅各

身体等等。小到，因为一蔬一饭、柴
米油盐。
最终击垮一个人的，也许不是无法
承担的坏结果，而是你始终放不下自己
的糟糕情绪。而乐观的人，并不是未经
世事，而是即便身处泥沼地，万般不顺
意，也能摆正心态，能扛的就扛，能忍
的则忍，改变不了的就放弃，有余地的
就努力。
当然这样的处世态度，并非一朝一
夕，就能学会。
它需要你，读智慧书，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不断地在挫败中历练，最后
呈现出一个更加平和、开阔、完整的自
己。
伏尔泰说过：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
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通常一个因为掉了几块钱，就唠叨
纠结半天；
错过一站，就要影响一上午的心
情；
甚至舌头碰到牙齿，也会说自己倒
霉的人；
他们在乎的不是那几块钱，也不是

做事前先做好遭受挫折的心理准备

做事的时候，一定会有
阻挠或遭遇困难和挫折。因
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性
格，每个团体也有其团体的
性质与风格，因此，当要结
合许多人或团体共同促成一
项活动时，就必须付出耐心。
做事要有耐心，首先要做
好遭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当
有面对挫折的心理准备时，
所面对的就不是挫折，而是
挑战；如果没有心理准备，
所遇到的就是真的挫折。
像法鼓山每次办活动，
难免都会有志愿者因为受挫
折而感到无奈与无力感，虽
然每次活动结束后，我们都
会检讨，但结果只能尽量减
少再犯同样问题的机会，下

一次仍然会有新的问题出
现，因为只要有新的志愿者
加入，就会有新的状况发
生。虽然如此，每当解决问
题、完成工作后，又觉得得
到成长，觉得付出有价值，
所以就愈挫愈勇，继续努力
下去。我们就是这样从挫折
中走过来的。
除了培养耐心、克服挫
折外，在工作中也要不断
提升专业的能力。譬如以前
的办公室没有计算机，但是
随著计算机的普及，现在每
个工作人员几乎都备有计
算机，因为身处今日社会，
如果没有计算机、不会计算
机，那么工作效率、工作
质量都会受到影响，无法胜
任重要、紧急的工作。不
论是做什么工作，都要要求
自己达到专业的标准，每个
工作都有它的专业，即使是
接待、主持、司仪、厨房，
甚至打扫厕所，都有它的专
业。不会的就要学，可以向
主管学、向同事学，或是安

排学习课程，否则将无法把
工作做好。
服务的精神在工作中也
相当重要，做生意、开商店
的人常讲：‘顾客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要以爱护、珍
惜顾客的态度与精神，提供
服务。大部分的人对你的公
司不一定了解，对你的认知
也不一定清楚，甚至他们可
能只是想试探一下。但是，
不论他们抱持著什么态度
来，都要秉持‘顾客永远是
对的’的心态来服务他们。
让人不但愿意来，来了以后
还会继续再来，能够这样就
成功了。你不但服务了一个
人，自己也在过程中得到成
长，让自己的涵养愈来愈
好。有了这种良好的服务态
度，你到什么地方工作都会
成功。
团体如果要成长，就要
工作专业、服务圆熟。服
务态度要‘内方外圆’︰内
方就是做事有原则，不会受
到外面的影响而变动；外圆

就是做人要圆满，不要伤害
人，让每一个来到公司的人
都能留下好印象。
在工作链心的态度，就
是要柔软。所谓‘柔软’，
就是待人恭敬、有礼貌；‘
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人我
之间沟通的不变定理。譬如
同样一件事，你先承认自己
的错误，通常对方也会跟著
让步；如果互不退让，就会
僵持不下而起冲突。
所以，不管谁吃亏，谁
占便宜，我们都要常说‘对
不起’或‘谢谢’，只要承
认自己占了便宜、让对方吃
了亏，对方就会觉得受到尊
重，而能继续合作。
除了态度要谦恭外，还
要主动沟通，而不是被动
等别人来沟通。虽然事情的
负责人可能是别人，但是如
果他不处理，你也会受影
响，所以，我们要感谢别人
帮忙。有冲突时，要用诚恳
的态度致歉，用感谢的心沟
通，不要随便指责对方，这

当你感到被抛弃的时候

有各种事情会伤害人，有
各种情绪会让人低落，最痛苦
的莫过于感到被抛弃。曾经以
为是朋友的人，曾经关心的
亲人……不再需要你。而最痛
苦的是感到被真主抛弃。有人
可能会吃惊地摇头：“怎麽会
有人觉得被真主抛弃呢？”
也会有人点头：“我知道那种
感受，仿佛自己被不断推离
他。”无需置疑，真主希望你
靠近他，摆脱噬齧你的一切痛
苦。我知道这样简单的话并不
能帮你癒合伤口。那麽，我们
讲个故事吧。

曾经有一个人，被赋予了
奇迹般的礼物。于是他走到人
们中间，分享这个礼物。他站
在人们面前，用优美的方式
向人们解释所获得的礼物以及
他被赋予的责任。因为他善待
人，人们一直喜欢他，信任他
的每一句话，用他的优美品德
称呼他。当他把获得的礼物跟
人们分享的时候，事情应该向
著更好的方向发展吧？人们不
该有不好的反应吧？
但是，人们听了他的讲
述，却变得冷漠、刻薄。他们
开始嘲笑这个善良人。他们当
著他的面刻薄他，嘲笑他。曾
经讚美他的人们，现在却开始
散佈有关他的谣言。过去，这
些人从未给他这样的痛苦。他
热爱这群和他朝夕相处的人
们，他也相信自己的价值只来
自真主，他相信真主喜爱他，
没有遗忘他。
就在他忍受著人们给他带
来的巨大痛苦时，他热爱的天

启停止降示了。随著降示中止
时间的拉长，紧张气氛越来越
浓。有人开始这样嘲笑他：“
你的主抛弃了你。”他真的被
抛弃了吗？他忍受了那麽多痛
苦却被抛弃了吗？或者他触怒
了真主吗？真主回答了他，为
他带来抚慰的话语，消解他
的焦虑和悲痛。真主希望缓
解他的痛苦。感到痛苦不是
可怕的弱点，痛苦是仁慈的
显现。他降下启示，让他理
解发生的事情：
“誓以上午，誓以黑夜，
当其寂静的时候。”（古兰经
93:1-2）
真主以上午、以黑夜起
誓。当身处浓浓夜色之中时，
我们看不见太阳要升起的徵
兆，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太阳
要抹去黑暗，让我们重新看清
一切。但我们丝毫不怀疑太阳
会再升起来。当我们面对人生
考验时，当我们吞咽著痛苦的
黑暗时，我们常会环顾四周，

试图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竭力想要知道这一切什麽时
候会过去——我们常常看不
见太阳升起的迹象。但我们
相信，太阳下山明天依旧会
爬上来，我们全然相信，幸
福会再次光临。
“你的主没有弃绝你，
也没有怨恨你。”（古兰经
93:3）
我们上面讲述的正是心爱
的先知的故事，当降示中止
时，他感到巨大的焦虑和痛
苦。真主用简洁的语言讲出了
我们都希望听到的话语——真
主没有弃绝你，也没有怨恨
你。
若你正身处考验之中，那
麽请再听听这句话吧——他没
有弃绝你，也没有怨恨你。
“后世于你，确比今世更
好。”（古兰经93:4）
真主提醒心爱的先知，以
及我们，不管生命中发生了
什麽，最终都会在后世得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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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建松
我们每天要把眼光转
向神，祂是我们心里的
安慰，也是我们脸上的光
荣。更是让我们仰起脸来
的神，不要怕人的脸色，
不要被人浮躁的话所影
响，也不要被暂时的失利
破坏我们喜乐的心情。总
有一天，一切的消极的环
境，别人的藐视，敌人的
攻击与羞辱，会成为我们
一生的荣耀。正如我们
的主耶稣一样，他被人嘲
笑，藐视，羞辱和攻击。
同时代的人将他弃绝，然
而，神却把他升为至高，
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
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来源：旷野呼声作者）

浪费的几分钟，而是他们太过情绪化，
所以才会跟自己较劲。
其实，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不称
心的事。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
让我们学会更好地沉淀、丰富和完善自
己。
过去的事，已成定局，未来的事，
我们无法预测，唯有活在当下。你会发
现，没有什么人，是淡忘不了的，也没
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错了就错了，
过了就过了，把握现在，即是永恒。
学会放下，既是不念过去，也是不
畏将来。
学会放下，既是原谅别人，也是和
自己和解。
学会放下，既是承担和接受，也是
重新开始，再次起步。
有时我们不去计较，并不是因为不
在乎，而是我们知道，前方路还很长，
在沼泽地停留太久，会越陷越深，还不
如及时抽身。
毕竟人活着，是因为想要见到更值
得珍惜的人，做更值得追求的事，领略
更美的风景，而不是想要困在荆棘地，
跟自己纠缠一辈子。毕竟人活着，何须
苛求太多，身安心安，知足放下，便是
快乐。（来源：旷野呼声作者）

文/圣严法师

样才能良性互动，人与人之
间才能和谐相处。
其实人事的顺利，还是
要建立于平时的互动，彼此
有热忱的互动，才有高昂的
士气。所谓‘互动热忱’不
是干扰人、干涉人，而是共
识的凝聚。工作部门可以定
期聚会，让彼此有机会互相
鼓励、激发活力。如果主管
能寻找适当时间为自己的组
员打气，确实带动团体气
氛，这样自己的士气也会饱
满。万一主管不打气，甚至
自己也没气，那么部属会更
没士气，慢慢就会失去工作
热忱。毕竟部门上下是一体
的，会互相影响。
我们要珍惜工作的机会
与工作的环境，不要一遇到
不顺利、不顺心，就想换工
作，这样一来，即使你的工
作经历看起来多姿多彩，其
实没有安定感和稳定性，也
没有著力点。所以，在任职
以后，希望能做长远的计
画，尽量地学习，让你的工

译/阿伊莎
报。是的，那痛苦仿佛看不到
头，我们被打翻在地，似乎再
不会成功了。真主承诺我们，
坚持住，值得去继续努力。
“你的主将来必赏赐你，
以至你喜悦。”（古兰经
93:5）
事情糟透了，不代表事情
一直会糟糕透顶。真主使多少
人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多少次
真主在瞬间扭转局势？你的主
必赏赐你，以至你喜悦，如果
不在今世，那麽就在后世。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伶仃
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他曾
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
正路；发现你家境寒苦，而
使你衣食丰足。”（古兰经
93:6-8）
真主在这裡提到了先知遭
受的很多考验，提醒他是真主
使事情容易。也许你的遭遇与
先知相似，也许完全不同，但
共同点都是困难的。看看真主
接下来怎麽说的：

作质量提升，人格质量也藉
此提升。
而我对资深人员的期许
是：不要沉缅于过去的岁
月，觉得过往的成就真是美
好，非常值得怀念。人的生
命不能老是停留在过去，应
该往前走，吸收新的专业知
识、新的观念、新的方法，
才能让自己随著团体一起不
断地成长。
工作便利贴
当有面对挫折的心理准
备时，所面对的就不是挫
折，而是挑战；如果没有心
理准备，所遇到的就是真的
挫折。
“至于孤儿，你不要压迫
他；至于乞丐，你不要呵斥
他，至于你的主所赐你的恩典
呢，你应当宣示它。”（古兰
经93:9-11）
真主告诉先知，接受生活
中的困难，进而从中学习经
验。先知是个孤儿，所以，
他遇到孤儿的时候，关心他
们，爱护他们，公平对待他
们。想像一下孤儿从这种感
同身受的爱中获得的抚慰，
想像一下乞丐从先知善意的
目光中得到的宽慰。先知的
经历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
们的每一丝痛苦后面也是有
原因的——即便事情发生时
我们未能看见。生活中经历
痛苦、考验、困难，并不是
因为真主抛弃了我们，怨恨
我们。这一切只是为了完美
我们的生命，只是为永恆的
美好做准备——只需要我们
做出适宜的回应，学习其中
的教训。
（原文：http://www.suhaibwebb.com/relationships/
withthedivine/unwanted/）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因此惹火何妈，邻居就不好当
了。她是无所谓，不过万一牵
连父母，那岂不是太不孝了？
是啊，她不应该管闲事，可是两边都为
情所困，都好可怜，她漠视不管，对得
起良心吗？
怎么做比较好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
法？齐夏天烦闷的抓了抓头。
叩叩！有人在她办公桌的隔板上敲了
敲。

若

小说天地

她回过神来转头一看，竟然是莫颐
晙。
“不下班，坐在这里想什么？”他
对她勾唇一笑。
怔了一下，她总算反应过来，急忙
的左右观看。
“大家都离开了，除了你的老板和
两个设计师在办公室开会。”
对呴，她想起来了，原本她已经收
拾好东西准备下班回家，可是突然
接到何书尔约她一起吃饭的电话，
她想到两人若是一起吃饭，她一定
会忍不住将小薇的情况告诉他，只
好推说有约，拒绝了。
嘴巴上拒绝了，心里却过意不去，不知
不觉，脑子又开始绕回那个问题，苦恼
着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打起精神，她问他，“你在这里干
嘛？”
“我们去吃饭吧。”他握住她的手，将
她拉起身。
“我要回家了。”不过她并没有甩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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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只是紧紧扯住他，不教他移动半
步。
“吃完饭，我自然会送你回家，如果不
够，我还会护送到你家门口，帮你按
电铃，当着你父母的面跟你挥手道再
见。”
噗哧一笑，齐夏天娇嗔一瞪。她怎么可
能容许他惊动她父母！不过，空着的那
只手终于拿起摆在办公桌上的皮包，随
着他离开公司。
两人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待在包厢里
面，餐厅的吵闹声不会打扰到他们，当
然，也方便两人说些悄悄话。
“有心事可以说出来，我不能保证一定
帮得上忙，但绝对可以当个好听众。”
她顿时感觉有股暖流在胸口激荡，被他
这么细心关注真的很不赖。“为什么认
为我有心事？”
“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在你旁边足足站
了三分钟，你竟然没有察觉，难道不是
因为有心事吗？”
“我只是在想工作上的事。”

明知是搪塞的话，莫颐晙也不拆穿她，
只是故作懊恼的拍了下脑袋瓜。“这下
子麻烦了，我精于投资，可是说到设
计，一窍不通，根本帮不上忙。”
咦？“你倒是挺老实的嘛！”
“术业有专攻，难道我要为了男人的自
尊心而睁眼说瞎话吗？”略微一顿，他
挑了挑眉反问她，“你看我像是那种为
了自尊心说大话的男人吗？”
“这我怎么知道？”
他若有所思的笑了，这一笑却教她浑身
不自在，两眼恶狠狠的一瞪，像是在质
问他笑什么。
半晌，他才语带戏谑的说：“我倒认为
你是一个为了自尊心可以睁眼说瞎话的
女人。”
“这是什么意思？”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该知道我是
什么样的人，我会不会为了自尊心说大
话，你还会不清楚吗？”
张着嘴巴，支支吾吾了一会儿，她勉强
挤出话来。“人心隔肚皮。” (32)

“并为谷姑娘及老化子的和尚朋友，报
仇雪恨！”
老化子转面对葛龙骧道：“你在大碧落
岩，被缪香红震落到海中以后，老化子
为卜你休咎，远上衡山。你师傅正在
坐关用功，未曾见面，但已预留柬帖一
封。说是数定于天，但由心转；为人
吉凶祸福，只系于方寸一念之间。你只
要处处谨守师门规戒，纵遇极大艰危，
亦当无碍，否则死不足惜等语。义正词
严，垂诫甚深，老化子现还保存在此，
你拿去看来。”
葛龙骧接过师傅柬帖一看，不由汗流夹
背。
自忖当时崂山万妙轩内，若不是自己姑
母冷云仙子所赠的莲宝清心，一坠欲
海，岂非万劫不复？
他越想缪香红当时那种销魂阵仗，越觉
惊惧；一个失神，竟把桌上一杯热茶碰
翻，连手中柬帖也被溅湿了半边。
葛龙骧正觉失态，忽然瞥见柬帖上被茶
水所溅湿之处，突又显出淡淡几行字
迹，仔细看完，不觉大惊，急忙递与龙
门医隐。
龙门医隐看完以后，竟把柬帖撕得粉
碎，偏首沉吟，半晌无语。
独臂穷神被他们这种神态，弄得生疑，
忍不住地问道：“老怪物不要装出这副
怪相，诸一涵又在那柬帖之上，弄了什
么鬼了？”
龙门医隐长眉一扬，向他笑道：“老化
子的火燎脾气，几时才改？诸一涵因从
先天易数之中算出，有人要趁冷云仙
子坐关练功其间，去向冷云谷中滋扰生
事，想请你我觅人前往护法。我正在发
愁我须携葛龙骧及青儿远赴西藏，余兄
又须护持谷侄女往报杀母之仇，只有你
这老化子可以分身前往冷云谷内护法。
但你哪里肯放着这些热闹节目不加参
与，而到冷云谷去守株待兔呢？”
独臂穷神怪眼一瞪，哈哈大笑道：“老
怪物怎对老化子耍起这套激将法来，换
个别人，老化子自然不管这种闲事，但

诸一涵、葛青霜二人，又当别论。老化
子自告奋勇，带着我这不长进的徒弟，
跑趟庐山，一方面为葛青霜护法，看看
究竟是些什么山精海怪，到冷云谷去撒
野；一方面这杜小鬼武功太差，不找个
机会好好传他几手，他日黄山赴会，跟
去岂不丢人。”
“再者老化子觉出四恶双凶，武功俱非
昔比；我自身放下多年的两套功夫，也
想藉此守护期间再练它几遍。只是我有
个条件，你们若是遇上，四恶双凶，动
手之时，可不许杀光，总得给老化子留
一个。尤其是那冷面天王班独老贼，好
让我替三个和尚朋友，索还血债。老化
子说走就走，葛小鬼你把你在海外听来
那段昔年隐情，详细写明，老化子与你
带交葛青霜，使他们这对无辜被人拆散
的夫妻立可消除二十来的误会，而和好
如初了。”
葛龙骧忙命店家拿来文房四宝，把卫天
衢所说当年隐事，及苗岭阴魔订约后年
中秋，在黄山始信峰头论剑较技之事，
详细写明，并请冷云仙子派白鹦鹉雪
玉，转禀恩师。
独臂穷神等他写完，揣好书信，便携同
小摩勒杜人龙，向众人告别，飘然自
去。
天台醉客余独醒目送独臂穷神柳悟非与
小摩勒社人龙二人去远，向龙门医隐
笑问：“柏兄方才所说可真？难道真
有这等不开眼之人，敢去冷云谷中生事
么？”
龙门医隐皱眉摇头答道：“方才龙骧无
意碰翻茶杯，溅湿笺纸，突然显出诸一
涵所留隐书字迹，我便知定与老化子有
关。幸而龙骧机警，即将笺纸递过。果
然诸一涵虽然人在坐关练功，却仍悬
念昔年好友，闲中偶以先天易数—一占
算，竟算出老化子在今年春夏之交，有
一场极大凶险，他为人过分刚强，若与
明言，决不肯信，故特隐书笺纸之上；
倘你我能够发现之时，务必预为代其安
排趋避之策。我睹柬之后，想来想去，
只有庐山冷云谷与尘寰隔绝，而葛青
霜昔日仗一柄青霜剑镇压武林，所树声
威，比诸一涵还称难缠，决无任何人敢
持虎须，去向她那里生事。所以才编造
了那套谎言，骗老化子坐镇冷云谷中，
虚为葛青霜护法。”
先还以为老化子出了名的鬼怪精灵，恐
怕骗他不过，哪知老化子大概是想借此
机会摒绝外缘，重新练他昔年练而未成
的‘擒龙手’法，竟而欣然自告奋勇，
这倒省了我不少唇舌。而老化子在冷
云谷内，料来也可高枕无忧，把诸一涵
所卜的那场凶险安然躲过。至于我等
行程，我想青儿病体初愈，尚不宜即作
剧烈争斗，想带她和龙骧，先赴西藏大
雪山，找寻龙骧复容所需灵药‘千年雪
莲’。余兄与飞英侄女拟请暂在中原各
省，随意行道，主持正义；并暗察诸
邪，有无其他阴谋诡计。”
(83)

铜箱子，我……才一揭开箱盖，眼前便
闪耀着一阵光芒。”
王彦说到这里，又略顿了一顿，才续
道：”那是十分奇异的光芒，我在那刹
时间的感觉，就像那些光网织成了一张
网，将我的全身都罩住了一样。”
王彦再顿了一顿：”而当我定睛去看时，
我才看到箱子中所放的，是一块拳头大小
的矿物，那种强烈的、奇异的光芒，就是
从那块矿物之上，放射出来的。”
我连忙道：”你看清楚了，是矿物？”
王彦道：”我看得十分清楚，那矿物从
外表看来像是锡，我将之拿在手中，发
现它十分轻，而它的光芒，是那样地强
烈和怪异，当时我的心中奇怪极了，因
为能放光的矿物不是没有，但却全是极
其名贵的元素，例如镭就是，而我手中
的那么大的一块，难道竟是镭么？我又
想到，镭的放射性光，是会损害人体性
组织的，所以我连忙将那东西放回箱子
去……”王彦讲到这里，声音渐渐地发
颤，呆了片刻，才又道：”就在我放回

那矿物之际，我……我看到了我……自
己的手……”
想是当时王彦的心中，恐惧之极，所以
当他再次讲起这事来之际，他仍不免呻
吟了一声。
“我的手……竟只剩下了骨头……两只
手都是……我的肉还在，我却看不到它
们，我想到了我的头脸，我冲到了镜子
面前……我……昏了过去……”
我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我看到王彦和燕芬只剩下一
副枯骨的时候，也几乎昏了过去，何况
他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子起了这样可怕的
变化。
“我……昏过去了两个小时，才醒了过
来，我撕破了所有的衣服，我身子的所
有肌肉、毛发、血液，完全看不到了，
我……成了甚么呢？我……这是人吗？
“我费了许多时间，才能使自己静下来
想一想，无疑地，我之所以会变成那
样，完全是那矿物所发出的光芒照射的
结果！
(59)

抱怨、泄氣、逃避；
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你只有抬起頭來；
打起精神，找准方向。
才能所向披靡，一往無
前。
只要你敢於拼搏奮鬥；
人生之路總會越走越寬
廣！

“我知道，秦夫人的死不
单单只是自尽或被杀，而
是关系到几位妓人，这几
位妓人又关系到不少权
贵，因此我们不宜介入此
事，所以，我只是让你找
人将这个案子在江南士子
之间传开来，让那些江南
士子闹到皇上那儿。”
这几日冷静下来，她想了
很多，也知道一味的横冲
直撞简直愚不可及。
可是，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又不会危及自己呢？
她想起赵远所言，若是引
起江南士子注意，必会惊
动皇上，而刑部也就不得
不介入了，这不正是她能
做的事吗？
张柏斌真想臭骂某人一
顿，若非他多事提点，这
个丫头怎会生出这种馊主
意？
“你想得太简单了，你
以为这事查不到我头上
吗？”
略微一顿，张水薇迟疑的
问：“三哥哥没法子神
不知鬼不觉的将此案传出
去？”
“我哪有这么大的本
事？”
“真的没有法子吗？”

两

“没有！”
张水薇很委屈的扁嘴。“
你想都没想。”
叹了一口气，张柏斌忍不
住举起右手轻敲她的额
头。“傻妞妞，此案仵作
唯独你独排众议，即使不
是你出手，你也难以撇清
关系。”
赵平澜闻言唇角一翘。
还以为张家三少爷性子直
率，行事考量必定粗枝大
叶，事实不然，他看得很
透澈……
看样子，张家的来头不简
单。
张水薇实在不明白。“这
是为何？”
“无论是姜家，或者应州
城老百姓，他们皆知秦夫
人死于悬梁，这是应州仵
作和你验尸得到的结果，
至于你剖尸过程的猜疑，
除了刘刺史他们，就只有
你知道，此时传出秦夫人
的死有疑虑，不是你，难
道是急于压下此案的刘刺
史他们吗？若说姜家有点
本事，还能试着策动他们
去闹，可姜家只是一般商
贾，就是秦家都斗不过，
更别提那些当官的。其
实，姜家第一时间愿意跳

人又静了半晌，才听得燕芬
道：”彦，你先说吧，事情是
先在你身上发生的。”
王彦道：”我……我……好，我先说，
卫先生，你可别进来。”
我连忙道：”当然，我在帐幕外，是绝

出来维护秦夫人，已经不
容易了。”
张水薇仿佛被狠狠甩了一
巴掌，再也说不出话了。
张柏斌见了心都疼了，声
音变得轻柔绵软。“妞
妞，我明白你的心情，看
到秦夫人，就不由自主想
起自己，你不愿意她死了
还要遭人污蔑，为人背上
罪名，可是你也知道，人
生在世，往往不是你愿不
愿意，而是你争得过还是
争不过。”
赵平澜眼神一沉。
看到秦夫人，就不由自主
想起自己……原来如此，
三年前她差一点中毒身亡
是遭到枕边人陷害……
是谁？为何对她如此残酷
狠毒？难怪她不过二十，
却不愿意再嫁人，有此遭
遇她岂敢相信还会有良人
吗？
过了一会儿，张水薇闷闷
的道：“我知道争不过
权力，但我想争过自己的
心。”
“傻妞妞，人啊，不可能
争过自己的心。”
赵平澜会心一笑。是啊，
人不可能争过自己的心，
因为人心摆脱不了贪念，
满足一个欲望，会再生出
另外一个欲望……
九五至尊的皇上明明后宫
佳丽无数，却抢夺臣子之
妻，这还不是因为内心的
贪念。
“三哥哥，我真的什么
都不能做吗？”过去，
她总是在认命，甚至被
喂毒的那一刻，她都认
命了，死就死吧，何必
苦苦挣扎？可是，上苍
让她活下来了。

(41)
不会闯进来的，你安心好
了。”
王彦又抽噎了几下，才
道：”我自从在你那里，
拿走了那只箱子之后，每
天花上几个小时去拼凑那
幅由九十九块碎片组成的
图画，那天下午，我成功
了。我不等打开箱子，便
打电话给你。”
我点了点头……当然王彦
是看不到我在点头的，
道：”我记得，我问你，
箱中有些甚么东西，你说
不知道，要打开箱子看了
之后，才告诉我。”
王彦又抽噎了几下，不再

出声。
我又道：”可是，我等你第二个电话，
却等了许久，究竟发生了甚么？”
王彦不断地吸着气，道：”我和你通了
电话之后，轻而易举地便打开了那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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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

长期过高会形成痛风石 控得太低加速透析死亡

180~360，降尿酸的安全值
受访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内科副主任医师 姚佳梅
本报特约记者 谭恋恋
如今，痛风已成为我国
第二大代谢类疾病，患病
率达13.3%，且近年来呈
明显上升和年轻化趋势。
对不少痛风患者来说，尿
酸就是疼痛的“代言人”
。为了避免发作，他们平
日里为降尿酸操碎了心。
尿酸是嘌呤类食物的代
谢产物，当嘌呤代谢紊乱
导致尿酸过多或排泄减少
时，血尿酸水平就可能超
过正常值，过剩的尿酸盐
会沉积在关节液、滑囊等
关节部位，以及在肾集合
管腔内，导致痛风和肾脏
慢性炎症。
但尿酸并不完全是“一
个坏人”，它可清除有害
活性氧，是血浆中重要的
抗氧化剂之一。如果尿酸
水平过低，机体抗氧化能
力也会随之下降。

临床中，男性正常尿
酸水平一般在149~416
微摩尔/升之间，女性
在89~357微摩尔/升之
间。近期，日本东京药科
大学发表的研究发现，
如果男性血尿酸＜238
微摩尔/升、≥595微
摩尔/升；女性血尿酸
＜238微摩尔/升、≥476
微摩尔/升，慢性肾脏疾
病风险反而会增加。也就
是说，尿酸值太低太高都
不好。
就临床检查结果而言，
尿酸高的情况居多。处于
高尿酸状态时，机体早期
并不会有特殊表现，但长
期如此，会形成痛风石，
肾脏功能被逐步破坏，引
发肾出血、痛风性肾病、
尿路结石，甚至尿毒症等
情况。

尿酸低的发生率较低，
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
高尿酸”。一般来说，营
养不良是最常见诱因，
遗传、长期素食导致的贫
血、肾小管酸中毒、骨折
术后、重症肝病、甲亢、
恶性肿瘤等情况，也会导
致尿酸偏低。尿酸一直降
低，表明机体新陈代谢逐
渐减弱，会引发诸多问
题。肾性低尿酸血症最常
见合并症是尿路结石，可
引发血尿；低尿酸水平是
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危险
因素之一；低尿酸血症是
诊断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
综合征、2型糖尿病早期
肾病的相关指标。因此，
痛风患者的控尿酸水平要
把握好“度”。
控制在180~360之间。
在2016年欧洲抗风湿病

联盟会议上，专家建议，
痛风治疗的血尿酸水平
不能长期低于180微摩
尔/升，且应控制在360
微摩尔/升以内；已出现
痛风石的，须控制在300
微摩尔/升以下。
不要排斥牛奶鸡蛋。
有患者错误地认为，所有
动物蛋白都是高嘌呤，需
要“敬而远之”。其实，
除了避免吃海鲜、动物内
脏，适量吃鸡鸭鱼肉等中
嘌呤食物外，牛奶（酸奶
除外）、蛋类完全可以放
心吃。尿酸偏低的人甚
至要多吃点动物内脏、海
鲜，或其他高蛋白高脂肪
的食物。
每月减重1公斤。“中
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
指南（2019）”指出，体
重指数与高尿酸血症呈正

控糖有道

相关。肥胖或超重的高尿
酸血症患者可将每日总能
量摄入减少10%~15%，
每月减重0.5~1公斤，逐
渐降至理想范围。
每天饮水2000毫升。
高尿酸血症患者应多饮

水，比如白开水、矿泉
水、果汁或淡茶水，每天
至少达到2000毫升，伴
肾结石者最好达到3000
毫升，但肾功能不全、心
肺功能异常者需根据病情
加以限制。▲

保护心脑

糖友要补五种维生素

遇到热湿冷，心脏最难熬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陈 波

高温高湿扰乱心率排汗 冷热刺激增加血栓风险

为了维持正常生理功
能 ， 维生 素是机体必须从
食物中获取的微量有机
物 ， 但糖 尿病患者却是不
少 维 生素 的“贫困户”。
《 中 国糖 尿病医学营养治
疗指南（2013）》中提
出，2型糖尿病患者以B族
维 生 素、 β胡萝卜素、维
生素C、D、E缺乏较为常
见 。 糖尿 病消耗、饮食控
制 不 合理 、长期服用某些
降 糖 药等 ，常是这些维生
素缺乏的诱因。
缺B族维生素，冠心病
发 病 率增 加。作为关键酶
的辅酶，B族维生素在糖
代 谢 中也 有重要作用，可

减少糖尿病性神 经 病 变 ，
降低同型半胱氨 酸 水 平 以
及冠心病发病率 。 糖 友 可
通过进食富含维生素B1
的食物进行补充 ， 包 括 酵
母、全谷类食物 、 牛 奶 以
及蔬果等。
缺β胡萝卜素，核性白
内障风险增加。β胡萝卜素
有较好的抗氧自由基能力，
可减少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
发生发展。如果缺乏β胡萝
卜素，维生素A的合成也会
减少，可引发1型糖尿病和
胰岛细胞凋亡，增加糖友发
生核性白内障的风险。补充
β胡萝卜素可适 当 多 吃 红
薯、小米、黄玉米、柑橘以

医学前沿

牙不好，肌肉流失快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陈 波
近期，越来越多研究发
现 口腔卫 生与许多健康问
题密切相关
。日本岛根
大 学开展 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老年人因牙齿缺失 、
咀 嚼能力 差可能导致肌肉
萎 缩和糖 尿病。相反，如
果 口腔健 康状况改善，包
括 使用假 牙，有助于避免
上 述问题 。上述研究成果
已 发表在 《美国科学公共
图书馆》期刊上。
研究对象包括635名年龄
在40~74 岁之间的人士。研
究过程中 ，研究人员让研
究对象连续 15 秒钟用力
咀嚼软糖后再吐出 ，进而
根据吐出软糖的情况分析其
咀嚼能力。此外 ，研究人
员还记录研究对象的牙齿数
量 、骨骼肌质量、手部握

力，并测量其小腿周长。研
究数据显示，牙齿少、咀嚼
能力差和手的握力差密切相
关 ，从而反映出肌肉萎缩
问题。同样，牙齿少、咀嚼
能力差的人罹患糖尿病的比
例也更高。
研究人员指出，咀嚼能
力差的人吃偏软 、糖 分 多
的食物较多，而且进食时间
较短 ，这与其罹患糖尿病
比例大有关系。也有分析认
为，牙齿缺失与牙周疾病密
切相关，进 而也可能反映
出身体系统性炎症状况 ，
这同样与糖尿病和肌肉萎缩
密切相关。研究 人员 建 议
老年人吃饭要慢 ，饭后要
勤刷牙，保护好 口 腔健 康
，从而有利于保 持身 体 健
康。▲（赵乾铮）

及芒果等。
缺维生素C，不利于糖
尿病控制。维生素C，又称
抗坏血酸，是水溶性抗氧
化 剂 ， 可 降 低 血 浆 脂 质过
氧化产物，降低总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水平。一般推荐糖
友每日摄入100~500毫克维
生素C，可多吃菠菜、芥菜
等深绿色蔬菜以及猕猴桃
等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缺维生素D，胰岛素分泌
减少。除了促进钙磷的吸收
利用，维生素D也可抑制胰
岛β细胞的自身免疫反应，
减少胰岛素抵抗，缺乏时则
易引起胰岛素分泌减少。糖
尿病患者常合并骨质疏松，
建议每日维生素D摄入量升
至800国际单位。生活中，
可多吃海鱼、动物肝脏、蛋
黄、瘦肉以及坚果等，尽量
增加户外运动。
缺维生素E，加重糖代
谢紊乱。维生素E是天然
的脂溶性抗氧化剂，缺乏
时糖代谢紊乱会加重，促
使或加重糖尿病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发展。建议糖
友每日摄入100~200毫克
维生素E，麦胚油、大豆
油、花生油及芝麻油中均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维
生素均可在食物中获得，
但必要情况下，可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补剂。▲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陈 晨
进入七月，北半球开
启“烧烤模式”，北美地
区出现有史以来最高气
温，我国则进入三伏天。
这种情况下，人们除了会
大汗淋漓外，心脏也在遭
受三重考验。
温度高。夏季高温
会导致人体皮下血管扩
张，增加散热，但外周
血管扩张会令心脏出现
缺血缺氧问题，心脏会
通过增加跳动次数加以
应对。心率加快会“指
示”心脏拼命做功，增
加耗氧量，有心脏病的
老人就容易发生心力衰
竭。另外，高温天会加
速人体产生汗液，导致
血液浓缩，增加急性血
栓风险，一旦堵在冠状
动脉，就会诱发急性心
梗，堵在肺动脉就是急
性肺栓塞，堵住脑动脉
则是急性脑梗，它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致
残、致死率高。
湿度大。空气湿度增
加常与高温相伴，闷热
就 是 对 高温高湿的形象描
述。湿度过低会导致人体
发生脱水，过高则会降低
人体的代谢效率。出汗是
身体在热应激下维持正常
体温、保障机体功能正常
运行的主要方式。但过

湿的环境会减少出汗，
干扰正常体温的保持，
还会诱发心率和血液流
速加快，对于既往有心
血管病的人来说，会增
加心脏负担，导致动脉
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甚至诱发心绞痛、心梗
等严重心血管事件。
温差大。炎炎夏日，
空调成了很多人的“救命
稻草”，一进入室内恨不
得抱着空调吹。但这背后
最大的问题是，室内外温
差大，寒冷刺激会令血管
收缩，使血流阻力加大，
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液流
动速度减缓，容易形成血
栓，造成血管堵塞或诱发
心绞痛、心梗、脑梗等。
同时，在寒冷刺激下体内
的儿茶酚胺等激素分泌会
增加，容易引起血管痉
挛、斑块破裂、血小板聚
集而形成血栓，诱发心血
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来袭时常让
人猝不及防，所以高温天
大家一定要养护好血管，
防止意外发生，具体应做
到以下几点：
1. 夏日昼长夜短，千
万不要熬夜，尽量在11
点前入睡，适当午睡，
有利于缓解高温天带来
的疲乏感；2.饮食清

淡，八分饱，少吃宵夜
和冷饮；3.锻炼避开高
温时段，可以选择清晨
或傍晚，有心血管病的
中老年人推荐慢跑、散
步、打太极拳等温和的
运动方式；4.时刻注意
补水，别等到口渴了再
喝，正常成年人每日应喝
1500~2000毫升水，建议
少量多次，每次100~150
毫升，晨起可以喝杯温
开水，有利于降低血液
黏稠度，出汗多时可适当
饮用淡盐水，以防电解质
紊乱；5.从室外回到室
内，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可以将汗擦干后再吹，温
度最好设定为26℃，夜
间可开启睡眠模式，每天
记得定时开窗通风；6.
保持心平气和，不急不
躁，以免诱发心血管意
外；7.心血管疾病患者
还要注意身体发出的“警
报”：胸闷、胸痛、气
短、呼吸困难、头晕、
乏力、站立不稳、晕厥，
若上述症状很快能自行缓
解，且没有不适感，多是
中暑，适当休息即可，若
症状不能快速缓解，持续
反复发作，程度加重，则
要警惕心脑血管急性事
件，及时拨打120，尽快
到医院就诊。▲

中医妙方

二粥二茶可祛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主治医师 封 慧
生活中，总会听到有
人说“体内湿气大”，
这在中医临床中叫做湿
邪，根据其来源不同，可
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一
般是因为长期久居潮湿的
地方，或是受雨淋水引发
的，夏季环境中湿度大，
所以此时人们特别容易感
受湿邪，继而引发疾病；
而内湿则与脾胃的运化功
能有关，一些不良的饮食
习惯很可能会引发内湿，
比如长期饮食生冷，或偏

好肉食、甜食，都可能会
引起人体脾胃功能受损，
出现脾虚生湿。湿邪患者
通常有四肢乏力、头痛、
脾胃不适、恶心呕吐、大
便黏腻或不成形、舌苔厚
腻等表现，这里推荐四
款粥和茶，可有效帮助祛
湿。
三仁赤扁豆粥：取
薏仁、赤小豆各20克，
冬瓜仁10克，白扁豆15
克，杏仁5克，加粳米适
量，一起煮粥可常服。此

方可健脾化湿，对于脾胃
虚弱、手脚怕冷、慢性腹
泻、老年慢性咳喘、妇女
白带偏多等都有较好的调
养作用。
山药鲈鱼小米粥：取
山药50克，去皮切块，
鲈鱼一条洗净切片，小米
适量，盐、生姜、葱段，
少量胡椒粉，加水煮粥。
可健脾、养胃、化湿，适
合脾胃虚弱、胃口不好、
乏力困倦、大便黏或者不
成形者服用。

藿佩茶：藿香、佩
兰、菊花各6克，一同用
水煎服，或代茶饮，可起
到清暑化湿、利水除烦的
作用。
玫瑰百合饮：玫瑰
花、陈皮、百合各6克，
一起煎煮，代茶饮，具有
疏肝解郁、行气化湿的功
效。
此外，夏天切莫一味
贪凉，适当做一些运动，
微微出汗，也可以帮助排
出体内的湿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