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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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银行

连续八个月维持基准利率3.5%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度尼西亚银行(央
行/BI)再次维持基准利率，或央行7天逆回
购利率(BI-7DRR)在3.5%的水平。

央行行长贝利
周二，央行行长贝利
(Perry Warjiyo)在虚拟
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在
2021年10月18至19日的
央行行长委员会会议上
作出决定，以维持央行
7天逆回购利率为3.5%
。此外，定期存款利率
(deposit facility)和贷款
利率(lending facility)各保
持2.75%和4.25%。”
贝利说，这一决定符
合在低通胀预测以及致力

于支持包括来自新冠肺炎
(covid-19)的经济复苏的
情况下，维持汇率稳定和
金融体系的需要。
此前，市场参与者认
为，我国央行不会先于美
联储缩紧国内的货币政
策。即使美国中央银行，
美联储(The Fed)收紧或
缩紧货币政策的信号越来
越强。
从美联储高层会议纪要
来看，美国央行表示有可能
自11月中旬或12月每月减少
12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FOMC)会议参与者普
遍认为，只要经济复苏仍
在轨道上，计划于2022年
年中左右结束的逐步缩减
进程是合适的。
印尼Kiwoom债券公司分
析师Sukarno Alatas估计，
央行维持利率在3.5%水
平的政策可能会持续到年
底。
他说，尽管目前通胀率

在2021年10月18至
19日的央行行长委
员会会议上作出决
定，以维持央行7天
逆回购利率为3.5%
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低
位。而低利率也是增加商
业贷款增长所必须的。
因此，经济复苏可以
根据先前设定的目标实
现。Sukarno说，“市场参
与者预计利率将保持在低
位以支持经济复苏。”
而MNC 债券公司分析
师Rifqi亦作出同样的论
调，预计央行将继续执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也
没有更多的降息空间。“
我们认为，央行将维持利
率在3.5%的水平直到年
底。”
市场参与者认为，低
利率时代已被综合股价指
数(IHSG)的当前走势所定
价。从而，综合股价指数
的走势将更多地受到年底
资金流入和橱窗装饰情绪
的影响。(xin)

经济学家们预计

今年第三季经常账户盈余占GDP 0.5%-1%
【Kontan日报雅加达
讯】贸易平衡连续三个月
的巨额顺差。这将对我国
经常账户产生积极影响。
甚至，在这段时间不断出
现赤字后，预计经常账户
将反而变成有盈余。
中央统计局(BPS)记
载，7月和8月各录得顺差
41.2亿美元和47.5亿美元
后，9月份的贸易顺差为
43.7亿美元。
如此一来，2021年第三
季度的贸易顺差达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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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0月19日）
累计确诊 :4,236,287 例
疑似患者 ： 6,074 例
新增病例 :
903 例
累计死亡 : 143,049 例
累计治愈 :4,076,541 例

亿美元。这个数字远大于
首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贸易
顺差为55.2亿美元和63.1
亿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万自立
银行(B Mandiri)经济学
家菲赛尔.拉曼 (Faisal
Rachman)预计，2021年
第三季度经常账户余额为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
。“这与该期间贸易的发
展是分不开的。”
如所周知，2020年第
三季度经常账户曾录得顺
差为91亿美元或占GDP的
0.32%，以及2020年第四
季度顺差 98亿美元或占
GDP的0.32%。
菲赛尔估计，未来大宗
商品价格高企的趋势将增
加我国出口，从而将支撑
经常账户平衡。
在 菲 赛 尔 的 预 测
中，2021年全年的经常账
户余额将出现占GDP 的
0.2%小额赤字，或低于
此前预测的占GDP的1.6%
经常账户赤字。如果我国
出口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的
话，今年我国的经常账户
余额可能会出现占GDP 的
0.1%的小幅顺差。
中亚银行(BCA)首席经
济学家大卫(David Sumual)

中亚银行(BCA)首席经济学
家大卫
预测，今年第三季度经常
账户盈余为占GDP的0.5%
，是与连续17个月期间贸
易顺差相一致的。
甚至，2021年全年经
常账户有机会录得GDP的
0.1%的小幅顺差。商品价
格仍居高不下，并将持续到
年底，为此提供了支持。
何况是许多国家面临能
源危机。这对我国出口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
此贸易顺差有可能继续保
持下去。
他补充说，“仍处于
能源危机之中的国家之一
是中国。中国将确保能源
储备，以便大量进口，其
中之一是从我国进口煤
炭。”(xin)

佐科威与友好国家大使在北加省种植红树林

佐科威总统周二（10月19日）在北加里曼丹省达娜迪东（Tana Tidung）县与多位友好
国家大使和当地居民一起种植修复红树林。
【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佐科威总统周二（10月19
日）在北加里曼丹省达娜
迪东（Tana Tidung）县
Sesayap Hilir Bebatu与多
位友好国家大使和当地居
民一起种植红树林。总统
说，种植修复红树林是为
了恢复红树林的功能。
“我们正在重新种植
修复，主要的目的是保护
海滩，防止海浪和海水入
侵，保护红树林地区的生
态环境利益，包括保护动
植物的生活环境以其栖息
地，”佐科威总统周二
（19日）在现场向传媒传
达中这样说道。
总统解释说，政府将在
北加里曼丹种植修复18万
公顷的红树林。目标是在

未来3年内将北加里曼丹
的红树林种植修复到60万
公顷。
“政府未来三年的目标
是种植修复18万公顷的红
树林，政府定下目标种植
修复红树林总面积的60万
公顷，全国将种植修复总
共360万公顷，这是世界
上最大的红树林面积，”
佐科威总统说。
参与种植红树林的友好
国家大使有捷克驻印尼大使
Jaroslav Dolecek夫妇、智利
驻印尼大使Gustavo Nelson
Ayares Ossandron、芬兰驻
印尼大使Jari Sinkari、瑞
士驻印尼大使Kurt Kunz、
巴西驻印尼副大使Daniel
Barra Ferreira 和驻印尼和东
帝汶世界银行国家主任Satu

Kahkonen。
与此同时，佐科威总
统由环保与林业部长西
蒂.努尔巴雅(Siti Nurbaya
Bakar)、国务秘书部长普
拉蒂克诺(Pratikno)、北加
里曼丹省省长Zainal Arifin
Paliwang和达娜迪东县县长
Ibrahim Ali陪同。
在欢迎传统仪式中，北
加省传统酋长还向嘉宾们
洒水并赠送了他所在地区
传统头带，称为 Sesingal
Tidung。在当地传统语言
中，新鲜面粉的处理程序
被称为timug bensaluy。
北加省当地语言Timug
是水，bensaluy 是冷却剂。
这种黄米是加里曼丹的一件
崇高大事，作为对嘉宾到访
一种感激感恩之情。（v）

2022年国家收支预算赤字设定868兆盾

财政部称税收规则协调法将能减少赤字
【Liputan6 新闻网雅加
达讯】据估计，税收规则
协调法(UU HPP)将能够减
少政府的预算赤字，该赤字
在2022年设定为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4.85%。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主
任菲庇利奥(Febrio Kacaribu)
称，由于税收规则协调法的
实施，2022年的预算赤字计
划为868兆盾，实际上是可
以减少的。
日前，菲庇利奥在雅加
达讨论2022年国家收支预算
时说，“2022年国家收支预
算赤字计划为868兆盾，或
相当于占GDP的4.85%, 根

据刚才的税收规则协调法，
这可能低于该数字。”
上述国家收支预算赤字
的减少，符合关于处理新
冠肺炎(Covid-19) 疫情
大流行的国家财政政策和
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2020
年第2号法律。在这项规定
中，政府必须于2023年把
国家赤字恢复到3%。
他说，“藉着该赤字的
减少，我们能够朝着更强劲
的方向前进，使赤字在2023
年恢复到3%以下。”
作为参考信息，2020年
政府预算赤字扩大至6.1%
。然后在今年的预算赤字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主任
菲庇利奥
估计下降至5.7%。而明年
政府计划预算赤字再次下
降至4.85%。(xin)

新增病例903例 活跃病例16697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3628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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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至10月19日，过去24小
时，印尼国内单日新增病
例903例。
截至10月19日，全国
累计病例升至4,236,287
例。过去24小时，单日
新增死亡病例50例，累
计死亡病人数143,049
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530例，全国累计治
愈患者已达4,076,541
例。
截至10月19日，现

地址:Jl.Raden Saleh Raya 1B, Cikini, Jakarta

电话:021-3912909 (Hunting)

有治疗中活跃病例降至
16,697例，病毒检测样
本260,343人，全国疑似
患者为6,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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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例，其
次西爪哇省新增105例，
接着中爪哇省新增99例，
东爪哇省新增95例，巴厘
岛新增54例，南苏省新48
例，西加省新增42例，东
加省新增35例，廖内省新
增35例，苏北省新增30
例，东努省（NTT）新增
30例，万丹省新增26例，
日惹特区新增10例，亚齐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新增18例，苏西省新增17
例，中苏省新增16例，邦
加勿里洞新增15例，南加
省新增15例，中加省新增
14例，北苏省新增病例14
例，巴布亚新增11例，
楠榜新增10例，西努省
（NTB）新增10例，北加
省新增10例，苏南省新增
7例，哥伦达洛新增6例，
东南苏省新增4例，占碑
省新增4例，西苏省新增
3例，朋古鲁省新增1例，
廖内群岛新增1例，西巴
布亚新增1例，北马露姑
省新增1例，马露姑省新
增0例。（v）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东爪哇省谏义里(Kediri)县周二（10月19日）为高中学生
实施新冠疫苗接种。图为卫生工作者在谏义里市国立高
中（SMA Negeri 1 Plosoklaten）注射新冠疫苗接种。
国家情报局（BIN）为12岁及以上的谏义里居民提供多达
15,000 剂新冠疫苗，以提高社区免疫力。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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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在党远大抱负和低支持率之间
未来总统候选人艾尔朗卡
尽管在最近的调查中，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的民调支持率非常低，但从业党
（Golkar）领导人似乎决心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
统选举中提名其领导人。从业党领导人依然认为，
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提高艾尔朗加作为总统候选人的
候选资格。
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调查机构将艾尔朗加置于具
有高支持率的顶层。那些调查结果都显示艾尔朗
卡的当选率非常低，远远低于国防部长柏拉波沃
（Prabowo Subianto）、中爪哇省长甘贾尔（Ganjar Pranono）和雅加达首都专区省长阿尼斯（Anies
Baswedan）。艾尔朗卡与国会议长布安（Puan Maharani）的当选率持平，后者是斗争民主党（PDIP）
推出的候选人。
从业党名誉委员会主席阿克巴尔（Akbar Tanjung）也相信从业党总主席艾尔朗卡在即将到来的
2024年大选中能够赢得总统席位。阿克巴尔说，从
业党已经确认，将在2024年提名现任经济统筹部长
为总统候选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正是
我们的党总主席，但愿他能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
总统选举中获胜。”阿克巴尔在上周的一次讨论中
说。
阿克巴尔认为，以榕树为党徽的政党可以在2024
年击败其他政党再次获胜。尤其自2004年最后一次
胜利以来，从业党已经历了足够多的失败。
从业党中央理事会主席Dedi Mulyadi表示，从业
党将努力提高艾尔朗卡的知名度，使其为公众所了
解和支持。Dedi在10月16日周六的一次网络研讨会
上说：“为什么他不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艾尔朗卡
先生不喜自我标榜，他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善良
却鲜为人知。”
在迎接2024年总统选举（Pilpres）的准备中，从
业党将继续提高艾尔朗卡的知名度和支持率，使这
位经济统筹部长成为社区的热门人物。Dedi说：“
那么未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相信艾尔朗卡先生终将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根据20%的选举门槛，从业党当然不能单独支持
艾尔朗加。该党必须与一两个政党合作，组成支持
艾尔朗卡的联盟。后来，据闻从业党可能与民族复
兴党（PKB）结成联盟的声音，同时任命PKB总主席
穆海敏（Muhaimin Iskandar）为副总统候选人。
从业党副主席Ahmad Doli Kurnia表示，其政党准
备与任何政党沟通联系，以便稍后组建联盟。可以
与柏拉波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Gerindra Party）
，或苏里亚·帕洛（Surya Paloh）领导的国民民主
党（Nasdem Party）结盟。
日后人们将可以见证政党之间为形成联盟的非常
有趣拉锯战。据悉，大印尼行动党将重新提名柏拉
波沃为总统候选人。然而，两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的
失败似乎使柏拉波沃很难再次参选，因为他的支持
者信心已开始消退。
最有可能提名自己党内人物为总统候选人的政
党是斗争民主党，但公众仍然在猜测谁将被提名，
是梅加瓦蒂女公子布安·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还是呼声最高的甘贾尔·普拉诺沃（Ganjar
Pranowo）？实际上该政党即使没有与其他政党组
成联盟，也拥有足够的选票。但是到目前为止，斗
争民主党尚未就支持哪一位党干部为总统候选人之
事发言。
阿尼斯（Anies Baswedan）和西爪哇省长里利得
宛·卡米尔（Ridwan Kamil）以及甘贾尔·普拉诺
沃（Ganjar Pranowo）等人物仍需确保获得政党支
持才能竞选总统。而民主党（Partai Demokrat）主
席阿古斯·哈里穆蒂·尤多约诺（AHY）则被认为
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政治和政府经验。
因此，艾尔朗加确实有很大的机会，特别是有
几个政党似乎正在等待申请与从业党组建联盟。艾
尔朗加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他作为经济统筹部长的地
位，以及被认为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造王者”
佐科威总统与他的密切关系。佐科威已不能够提名
自己，但他可以成为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
获胜的决定性因素。
艾尔朗卡当选的机会大吗？我们还要观察未来的
发展。但无论谁将被提名并当选为2024-2029年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下一任总统，必然是带领这个国家
民族奔向更美好未来的伟大人物。

肃贪会逮捕廖内省关丹县县长

关 丹 （ K u a n t a n
Singingi）县长安迪·普
特拉（Andi Putra）周二
（10月19日）在廖内省
北干巴鲁（Pekanbaru）
接受肃贪会（KPK）调
查员的调查后离开廖内

省警察总部。随后，肃
贪会调查员将安迪·普
特拉带到雅加达，对涉
嫌在种植许可证中收受
承诺或贿赂的贪污案件
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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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总统传达印度尼西亚对克服气候变化承诺
【总统府网站】佐科威总统表示，作为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
有非常坚定的承诺。总统于10月18日在
雅京总统府会见欧盟绿色政策和气候委员
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时传达了这一点。
总统表示，作为森林
和红树林生态系统最大
的拥有国之一，印度尼
西亚清楚自己的战略地
位。
总统强调，气候
变化和环境问题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问题密不可
分。这意味着需要在保
护自然和进行开发之间
取得平衡。这种平衡是
必要的，只有在共同的
努力下才能实现这种平

衡。
陪同总统会见弗兰
斯·蒂默曼斯的蕾特诺
外长说，佐科威总统传
达了印尼作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承诺所采取的具
体步骤。例如在国际援
助下2030年排放量分别
减少29% 和41%，到目
前为止进展顺利。这一
承诺的实现得益于森林
火灾减少、森林排放和

土地利用减少、森林砍
伐达到最低水平，以及
红树林恢复达到60万公
顷。印度尼西亚选择按
照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努
力减少碳排放。
蕾特诺外长还传达
了总统向欧盟传达的观
点，即负担得起的技术

因素和投资对于所有国
家进行能源转型都非常
重要。合作是能源转型
成功的关键。
除了蕾特诺外长之
外，陪同佐科威总统出
席会议的还有贸易部长
穆罕默德·鲁特菲（Muhammad Lutfi）。（pl）

总统接待马来西亚外长礼节性拜访
【总统府网站】佐科
威总统周一（10月18日）
在雅京总统府接待马来
西亚外交部长拿督赛夫
丁·阿卜杜拉（Saifuddin
Abdullah）的礼节性拜
访。总统在会晤中表示，
马来西亚是印度尼西亚的
近邻，两国关系继续加强
改善至关重要。印尼和马
来西亚能够继续加强合
作，不仅是为了两国的双
边利益，也是为了地区和
平与繁荣。
陪同总统出席会议后，
外交部长蕾特诺（Retno
Marsudi）告诉总统秘书
处新闻、媒体和新闻局，
马来西亚总理拿督斯里·
伊斯梅尔·萨布里·雅
古布（Sri Ismail Sabri

Yakoob）计划将于今年11
月访问印度尼西亚。蕾特
诺外长说，总统对马来西
亚总理计划的到来表示欢
迎。该访问展示了两国之
间的牢固关系，届时不仅
将讨论双边关系，还将讨

论地区和全球问题。
总统在与马来西亚外交
部长的会晤中表示，两国
需要开始为安全旅行做准
备，包括商务人士在内。
当然，要继续关注健康因
素和新冠病毒的状况。因

此，蕾特诺说，佐科威总
统希望在马来西亚总理访
问期间，双方能够就旅游
走廊安排、疫苗接种证书
的相互认可，以及两国所
使用的系统（印度尼西亚
使用PeduliLindungi）的相
互认识达成一致。
此外，总统在会晤期
间重申了保护在马印尼公
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继
续关注该问题。蕾特诺外
长说，每当总统会见马来
西亚总理时，保护在马印
尼公民一直是他关心的问
题。因为在马来西亚有很
多印尼公民，保护他们
一直是佐科威总统的首要
任务，总统希望能够进一
步加强这种保护方面的合
作。（pl）

12岁以下儿童尚不得进入安卒梦幻乐园

雅京特区PPKM疫情警戒降至第二级

Taman Impian Jaya Ancol雅京北区安卒梦幻乐园
【罗盘新闻网】政府
已将雅京特区社区活动限
制令（PPKM）新冠疫情
警戒从3级降至2级。虽
然PPKM2政策中规定，未
满12岁获准参观旅游景
点。不过这一最新规定尚
未在Taman Impian Jaya
Ancol(雅京北区安卒梦幻
乐园)实施，意味着12岁

以下儿童暂时尚不得进入
安卒梦幻乐园。
安卒梦幻乐园上市公司
企业传讯部负责人阿里亚
迪（Ariyadi Eko Nugroho）
周二（10月19日）在雅加
达北区的Alianz
Ecopark
Ancol 与传媒会面时传达
这项政策。
“确实，我们知道雅京

海洋与渔业部长访问

东爪哇西图利祖县Lusi岛

海事与渔业部长瓦尤·
特伦戈诺（Wahyu
Sakti
Trenggono左三）与东爪
哇副省长Emil Dardak（左
二）和西图利祖（Sidoarjo）县长Ahmad
Muhdlor
Ali（右三）于周二（10

月19日）视察位于东爪哇
省西图利祖县Tlocor区的
露丝岛（Pulau
Lusi）。
这 次访 问是为 了 进一 步 了
解Lusi岛作为自然保护和
旅 游意 识群体 目 的地 的 发
展。（pl）

特区已实施第二级 PPKM
2，但是，为了安全起
见，此时安卒梦幻乐园 还
没有实施根据 PPKM 2级
的规定，”阿里亚迪说。
因此，PT Pembangunan
Jaya Ancol Tbk不允许 12
岁以下的儿童到安卒游乐
园区。“不超过70岁，包
括怀孕妇女和12岁以下的
儿童暂时尚不能被允许进
入安佐尔游乐园 地区，”
他接着说。
此外，阿里亚迪补充
说，安卒梦幻乐园水上旅
游仍然关闭。 他说：“对
于海洋世界（Sea World）

和亚特兰蒂斯(Atlantis)游
泳池，我们仍然需要与中
央政府和雅京特区政府协
调关于开放这两个游乐设
施的决定。”
目前开放的游览项目包
括梦幻世界（Dufan）、海
洋之梦萨穆德拉（Ocean
Dream Samudra）、安联生
态公园（Allianz Ecopark）
，以及要求仅限体育活动
参观的海滩地区。安卒梦
幻乐园仍继续为游客实施
一系列防疫卫生规程，例
如在线购票和使用关怀保
护（PeduliLindungi）应用
程序。（v）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

稻米产量达到456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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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淡农萨数字工业园Data Center First公司

启动30MW数据中心项目
【安塔拉社巴淡讯】国际数据中心运营
商Data Center First Pte Ltd周一在巴淡
农萨数字工业园（Nongsa Digital Park）
经济特区启动一个新的30 MW数据中心
项目。
中央统计局（BPS）记录，2021年1月至9月期间，我
国的稻米产量达到4561万吨干稻谷（GKG），或比去
年同期达到4555万吨干稻谷增长0.14%。图为周二
（19/10），万丹省莱巴克县Kolelet村的农民在收割稻
谷的情景。

SKK Migas称直布油田

为国家收入贡献249兆盾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油 气上游 业特别工作单位
（SKK Migas）记录，直布美
孚埃克森公司（ExxonMobil
Cepu Limited）合作合同承
包商（KKKS）运营的直布
油田的产量已达到5亿桶，
并为国家收入贡献总额249
兆盾。
油气上游业特别工
作单位主任德威（Dwi
Soetjipto）在雅加达发布
声 明时说 ，该产量超过了
4亿5000万桶石油的初始
目 标，并 带来的国家收入
比投资额更高四倍。
“自从2008年以来的投
资额约为57兆盾，直布油
田工作区已经生产5亿桶
原 油，并 对国家以原油和
税 收形式 的收入贡献了超
过249兆盾，”他阐述。
根据油气上游业特别工
作 单位进 行的一项技术研
究称，Banyu Urip油气田的
石油储备量亦增加到9亿
4000万桶，这意味着，比
最初开发计划的4亿5000
万桶石油增加一倍。
上述产量优化提供国家

收入，及对当地 经济 产 生
了乘数效应。
Banyu Urip油气田开发
计划之初，高原 期将 持 续
两年左右，年度 产量 平 均
16万5000桶/日。
“自从2016年1月份的
设施开始齐全时，在5年期
间可达到的峰值产量为18
万5000桶/日至22万5000
桶/日，加上Kedung Keris油
田自从2019年12月份以来提
供的1万桶/日额外石油。”
他进一步称，在五年期
间，Banyu Urip油气田处
于最高产量，比 原先 预 期
的时间更长了三年。
由于在世界拥有的天然
产量特征，目前上述 油 气
田的产量自然性将下 降 。
虽然如此，他称，油 气 上
游业特别工作单位将 与 直
布美孚埃克森公司继 续 建
立合作，保持在直布 油 田
发生的产量下降。
建立该积极协调的目的
是为了保持直布油田 的 产
量稳定，因为该油气 田 于
2030年的国家石油产量每
天可达到100万桶。(vn)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Airlangga Hartarto）
在书面声明中，对Data
Center First启动30 MW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表示
欣赏。
艾尔朗卡还对这项总
值4000万美元第一阶段
项目的落实表示欢迎。
Data Center First首席
执行官Ka Vin Wong对在
Nongsa Digital Park启动
的Nongsa
One项目，将
成为新加坡和印尼数字
化未来宏伟愿景的新纽
带表示高兴。
“公司启动这项项目
是因为客户总数持续增
长，以及在这个最新的
商务中心提供独立服务
的需要，”他说。
Data Center First的服
务很快吸引了电信服务

提供商、云基础设施提
供商和电子商务服务提
供商的兴趣。
“我也为市场企业家
的认可感到高兴。他们
已成为不断发展的社区
的一部分，”他说。
在Nongsa Digital Park
的Nongsa
One项目，让
数字企业可以利用世界
一流的基础设施来保护
已经运营的数字资产免
受自然灾害的威胁。
Nongsa Digital Park成
为最好的替代地点，因
为位于没有自然灾害的
地方，因此可以帮助保
护我国快速增长的数字
经济。
大量的海底光缆可从
多个电信服务提供商在
农萨连接到新加坡和雅
加达，使Nongsa Digital

巴淡农萨数字工业园Data Center First公司。
Park成为客户输入或输出 ital Park致力于吸引最优
数据印尼的最高效网络 秀的人力资源、作为全
点。
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在Nongsa One项目的 同时加强Nongsa Digital
支持下，Nongsa Digital P a r k 在 印 尼 数 字 化 路 线
Park反映了新加坡和我国 图 中 作 为 数 字 桥 梁 的 作
政 府 发 起 的 数 字 桥 梁 的 用，”他说。
愿景。
Mike Wiluan表
Nongsa Digital Park 示，Nongsa Digital Park
首席执行官Mike Wiluan 希望与 Data Center First
对Data Center First的30 合 作 来 吸 引 更 多 外 国 投
MW数据中心项目参与正 资 ， 以 支 持 我 国 数 字 经
在 农 萨 经 济 特 区 发 展 和 济发展。
形成的数字企业生态系
位于农沙经济特区或
统中表示高兴。
称为Nongsa Digital Park
“ 这 一 现 代 基 础 设 的Nongsa
One项目占地
施证明了Nongsa
Dig� 面积2.5公顷。(er)

Muarojambi开发凤梨种植园旅游区
图示占碑省Muarojambi县
Gelam河的,Tangkit Baru凤
梨种植园旅游区的官员，
剥开凤梨皮为游客服务的
情景。这片占地20公顷的
农业旅游区是通过多方合
作开发的，包括Muarojambi
凤梨种植中心区的乡村企
业（BUMDes），希望这可
成为适合儿童美食的替代
旅游选择区。

BPH Migas须尽快采取行动

解决补贴柴油短缺问题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油 气下游 工业活动管理机
构（BPH
Migas）需尽快
采 取行动 ，解决我国多个
地 区的补 贴柴油供应短缺
的问题。
Energy
Watch公司执
行经理玛米德（Mamit
Setiawan）在雅加达对记
者 表明， 柴油供应短缺是
因 为油气 下游工业活动管
理 机构规 定的配额制度造
成的。
“我认为油气下游工业
活 动管理 机构必须尽快采
取 行动， 做出有关柴油短
缺 问题的 决定。只要政府
指 示增加 配额，北塔米纳
公司旗下企业—Pertamina
Patra Niaga公司准备好执
行，”他这么说。
他说道，多方，包括油
气 下游工 业活动管理机构
要 尽快采 取行动，立即同
意 ，或要 求北塔米纳增加
补 贴燃油 配额，因为若不
这样做会引起社区恐慌。
他称，油气下游工业活
动管理机构规定的配额制度
已导致补贴柴油供应短缺，
而北塔米纳仅符合政府规定
的配额分配补贴燃油。政府
在国家收支预算（APBN）
规定，今年补贴燃料的配额
为1558万0040千升。
“因此，被批评的应
该 不是北 塔米纳，因为北

塔米纳不可能立即增 加 配
额。这与政府必须向 北 塔
米纳支付补贴金有关 ， 因
此，北塔米纳旗下企业
Pertamina Patra Niaga公司
可以确保，到今年底 社 区
能继续获得补贴柴油 ， ”
他阐述。
他续说，其实，燃油供
应短缺表明了政府实 施 社
区活动限制（PPKM）后的
经济情况改善，导致 燃 油
的需求量剧增。
他补充说，其他的原
因是，在2021年期间棕榈
油价格继续上涨，可 能 导
致补贴燃油库存的供 应 中
断，因为补贴柴油用 于 实
施B30柴油计划。
“2021年的棕榈油价
格比2020年飙升75%，亦
跟着推动脂肪酸甲酯 作 为
B30混合物的价格上升。
因此，政府必须为生 物 柴
油计划规定棕榈油价 格 或
国内市场义务，以致 若 脂
肪酸甲酯价格正上涨 时 ，
不增加北塔米纳的生 产 成
本，”他称。
他还建议，脂肪酸甲
酯的价格上涨时，北 塔 米
纳可销售纯补贴柴油 ， 无
需与脂肪酸甲酯混合 。 若
脂肪酸甲酯的价格已 经 下
降，北塔米纳有义务 向 社
区销售与棕榈油混合 的 补
贴柴鱼。(vn)

截至今年9月电力消耗量 同比增长4.42%达187.78 TWh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电的数据显示，2021年
1月至9月期间的电力消耗
量达187.78 TWh，与去
年同期的181.63 TWh比
较，增长4.42%。
国电公司商务和客户管
理总监鲍勃（Bob Saril）
称，工业领域电力消耗量
58.04 TWh，同比增幅达
10.63%，或占总电力消
耗量的30.91%份额。这
是经济复苏的迹象。
安塔拉社昨日在雅加达援

引鲍勃发布的新闻稿说：“
工业领域成为次于家庭领域
的第二高位。家庭领域的电
力消耗量达 85.43 TWh，或
占总电力消耗量的46%。”
根据国电的数据，工
业领域电力消耗增长最快
的是纺织业，增幅达15%
，其次是钢铁行业，增长
10%、水泥和化工行业增
长8.0%，以及食品饮料
和塑料行业增长7.0%。
接着是汽车业增长6%
、造纸业增长5.0%、

加工业增长4.0%、种植
园、木材和采矿业增长
3.0%，以及金属和制鞋
业增长2.0%。
“截至今年三季度，
商业领域的电力消耗量没
有明显增长，同比增幅只
1.57%。电力消耗量增长
的商业领域是公寓和三星
级酒店，”鲍勃说。
他进一步希望，随着我
国的新冠疫情传播率有所
减缓，以前电力消耗量负
增长的零售贸易商和商业

办公室能很快恢复。
电力消耗量的增长也
可从峰值负荷增长反映出
来。2021年第三季度，爪
哇—巴厘电力系统的峰值
负荷超过2万7000兆瓦，
与第二季度的2万6000兆
瓦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苏门答腊的
峰值负荷超过6200兆瓦、加
里曼丹高于1200兆瓦、北苏
拉威西和哥伦打洛超过400
兆瓦，以及苏拉威西南部地
区超过1400兆瓦。(er)

来自国内外1500个投资者 参加2021年西爪哇投资峰会
【安塔拉社万隆讯】
西爪哇投资一站式综合
服务局（DPMPTSP）局长
Noneng Komara Nengsih
定下指标，来自国内外的
1500个投资者能参加2021
年10月21日至22日以混合
方式举行的2021年西爪哇
投资峰会（WJIS）。
他在万隆通过视频
方式举行记者招待会时
说：“我们定下指标，
来自全世界的1500个投
资者将参加2021年西爪
哇投资峰会。然后当地
企业家也更加认识和了
解，以致更多企业家愿

意参加该峰会。”
他披露，进入第三年举
行该峰会，西爪哇投资峰
会成为更成熟的投资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
西爪省本身已成为外
国或者国内投资的主要
省份。他续说，根据记
录，2021年1月至6月份，
在西爪省落实的投资额达
到72.46兆盾。
“在2021年1月至6月
份（上半年），西爪省
落实的投资在全国排名第
一，”他阐述。
他声称，凭借这一成
就，使西爪省已经实现

了投资/投资统筹机构部
定下127.34兆盾指标的
56.90%。
此外，对于2018年至
2023年期间区域中期发
展计划（RPJMD）的指
标，西爪省成功落实了
101.97兆盾，或总指标的
71.06%。
2021年西爪哇投资峰会
的主题是“世界新冠病毒疫
情大流行后导航，投资是为
弹性西爪省而增长（�����
Navi�
gating Post Covid World:
Investment Growth For Rese�
lient West Java）。这个主
题说明了西爪省的所有经济

来源都因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受阻的情况。”
“我们希望，投资可
成为其中一条出路，同时
欢迎新冠病毒疫情后的经
济状况。我们亦展示了我
国投资的弹性，西爪省的
投资还很强劲，”他补充
称。他认为，2021年西
爪哇投资峰会能成为想在
西爪省进行投资的投资者
之间开始最佳沟通的一种
方式。
希望在万隆以混合方式
举行的活动也能为所有投
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广泛
的机遇。(vn)

ESDM部长评Rokan区块 还有潜力生产油气支持能源安全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产资源(ESDM)
部长阿里菲·达斯利夫
（Arifin Tasrif）评价，经
过97年由一家跨国公司运
营的Rokan区块，至今仍有
潜力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以
支持国内能源安全。
阿里菲于昨日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说：“
最近97年由跨国公司运营

后，Rokan区块在未来期
间仍有足够潜在的油气资
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要
求北塔米纳通过钻新井、
最大限度地扩大勘探，来
增加 Rokan区块的石油和
天然气产量。
目前，Rokan区块的石
油产量占我国石油总产量
的24%，石油产量占我国

第二位。
部长希望Pertamina Hulu
Rokan（PHR）公司于2023
年的石油产量能提高至20
万桶/日。
这个油气勘探区总
面积达6220.29平方公
里，拥有Minas、 Duri、
Bangko、Bekasap、Balam
south、Kota Batak、Petan
i、Lematang、Petapahan、

Pager十个主要油田。
在2021年1月，政府预
计石油储备量达350.73
MMSCF（百万标准立
方英尺），以及天然气
9.071BSCF（亿标准立方
英尺）。
“若此前有蒸汽驱技
术，未来可能有化学强化
采油技术（CEOR），”阿
里菲说。

Pertamina Hulu Rokan公
司总经理贾菲·苏瓦尔廷
（Jaffee Suardin）称，在
Rokan区块的CGS 10设备
是Duri油田规模最大的集
油站，液体处理能力每日
24万桶，石油日产量大约
2万桶。
据他说，Duri油田是利
用环保蒸汽驱工艺法的全
球最大油田。

“事实证明，该技术
成功地将Duri油田的生产
性能比传统技术提高了五
倍，”贾菲说。
自1951年至2021
年，Rokan区块的石油总
产量达116.90亿桶，而今
年上半年的日均产量16万
0500桶，或占国内石油总
产量的24%，以及天然气
日产量41 MMSCFD。(er)

简讯

今年初至8月份为止

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下跌提供支撑
金价上涨

信贷金融科技行业融资达 101.51兆盾
【investor.id雅加达讯】从 2021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点对点（p2p）信
贷金融科技行业的融资达 101.51 兆
盾。其中 51.90% 或 52.69 兆盾用
作生产性融资。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的统计数据，截
至 2021 年 8 月的信贷
金融科技发放已远远超
过 2020 年的落实，比
2020 年的73 兆盾增长
39.05%。
自2017年以来，信贷
金融科技发放的融资的
确每年都在持续增加，
当时融资额达3兆盾，
同比增长567%。然后

在2018
年同比跃升
175%达20 兆盾。这种
增长在2019年继续，融
资的发放同比增长20%
达58 兆盾。即使在大
流行期间，2020 年融
资仍同比增长25%达73
兆盾。
今年，印尼联合融资
金融科技协会（AFPI）
甚至预计融资发放将
达125 兆盾或同比增长

71.23%。该协会乐观
地认为，通过反思最近
几个月的落实情况，它
可以实现该目标。
周日（17/10）印尼
联合融资金融科技协会
秘书长Sunu Widyatmoko
对记者说：“如果我们
看一下8 月的实现价值，
约为 15 兆盾，那么预计
2021年的贷款实现价值
将达125 兆盾”。
另一方面，金融服
务管理局还注意到，
按月计算的生产部门类
别的融资发放继续增
加。2021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生产性融资
发放达52.69 兆盾，占
同期融资发放总额的

51.90%。
如果加以详细的说
明，零售和批发贸易
部门的份额最大，截至
2021 年 8 月达10.54
兆盾或占 10.38% 。其
次是家庭部门达 3.92
兆盾或占 3.86%。以
及运输、仓储和通信部
门，总额达3.61 兆盾
或贡献 3.55%。
Sunu称，生产部门融
资发放的实现受到供应
商数量的影响，与多用
途供应商相比，供应商
数量相对平衡。但除此
之外，还有许多基于多
用途的发放实际上也用
于生产需求。
据他说，这部分受到

提交和批准提供多用途
融资的机制的影响，从
贷款人（贷方）到借款
人被认为更快。 该协
会还认为，用于生产部
门的融资将越来越多地
占据更大的份额。
他说：“我们看到，
随着 中小微型企业部门
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技
术，未来生产性贷款将
增长，这将极大地有助
于信用评分、风险管理
和促进借款人渗透”。
这种对发放的乐观态
度也符合信贷金融科技
将在 2022 年继续加速的
预测。“我们总是乐观
地能够为更多服务不足
的人提供服务”。(asp)

综合指数下落2点至6655.998点

1美元兑14076盾

银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利用
雅加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夏利亚（伊斯兰教法）业务单位不
断透过包括基于夏利亚营运资本的资本融资在内的银行产品和服务支持伊斯兰
教领导组织（Nahdlatul Ulama/NU）Ma’arif教育机构工作计划。该银行夏利亚业务
单位还继续合作，包括为数字性地支付zakat、infak和sadaqah服务的JakOne Pay电
子货币集成。图为上周六（16/10），雅京副省长Ahmad Riza Patria（左）、雅京
银行中小型企业贷款与夏利亚企业部经理Babay Parid Wazdi（右二）、NU雅京区域
理事会Syuriah主任Muhyiddin Ishaq（右）与NU Ma’arif教育机构雅京主任Sudarto（左
二）在雅加达签署该双方之间合作谅解备忘录后合照。（商报/Hermawan摄）

印尼证交所邀请年轻一代在资本市场投资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印尼证券交易所
(IDX/BEI) 通过 2021 年
资本市场峰会暨博览会
(CMSE) 邀请年轻人在资
本市场投资，该活动将与
普惠金融月同时举行。
印尼证交所发展经理
Hasan Fawzi 称，印尼证
交所将继续努力激励我国
的年轻一代继续在资本市
场投资。
上周五(15/10)Hasan
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
中说：“其中一项努力是
通过介绍成功并热衷于教
育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年轻
演讲者。”
Hasan 表示，除了2021
年CMSE的主研讨会外，
还有其他网络研讨会，介
绍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
者，例如来自上市公司的
励志人物、理财师、专业
人士、从业者和与资本市
场密切相关的公众人物行
业。
参与者还可以参加

2021年CMSE展览，直接
虚拟开立股票和信托资
金的账户。作为娱乐活
动，2021年CMSE
还为
参与者提供各种测验和游
戏，并提供诱人的主要奖
品。
Hasan说：“我们希望
本次网络研讨会的曝光和
讨论能够激励研讨会参与
者，特别是年轻一代，
即千禧一代和 Z 一代，
变得更聪明、更热情，在
发展资本市场中发挥积极
作用，以及当然要更有
信心。在我国资本市场投
资“。
Hasan表示，以“资本
市场协同促进国民经济
复苏”为主题的2021年
CMSE活动以及纪念我国
资本市场重启44周年的系
列活动有望增加我国资本
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并对
政府鼓励国民经济复苏的
努力产生影响。
Hasan继续说：“通过
2021年CMSE
的实施，

希望它能鼓励每个参与者
和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活
动的增加，以便我国资本
市场可以成为本国的东道
主，并在提高福利方面越
来越多地建立联盟我国人
民作为加速国家经济复苏
的努力”。
根据印尼中央证券存
管局（KSEI）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
的数量已超过 628万7350
个单一识别号（SID），
其中包括 290 万股票
SID。
在资本市场投资者总
数中，80%的资本市场投
资者是40岁以下的年轻投
资者（千禧年一代和Z世
代）。
此前，印尼证交所
总裁Inarno
Djajadi表
示，2021年将是对国民
经济复苏充满希望的一
年，这体现在印尼证交
所过去三个月的高交易
活动上。（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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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二
（19/10）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下落。
早盘结束时，综指下落
30.09点或-0.45%，
至6628.67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下落2.77
点或-0.04%，报收于
6655.998点。 LQ-45指
数下落1.28点或-0.13%
，报975.155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190.06点或0.65%，报
29215.52：香港指数上
升377.46点或1.49%，
报25787.21；上海指数
上升25.02点或0.70%，
报3593.15；海峡时报指
数上升21.83点或0.69%
，报3195.83。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134万7578次，有
243亿2818万9047份股票
易手，总值13兆8626亿
1665万7522盾。涨价的
股有254种，落价的股有
267种，232份持平。
外资净购5142亿3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涨价950盾，现
价7750盾；ARTO（Jago
银行股）涨价400
盾，现价1万3825盾；
MASA（Multistrada Arah
Sarana股）涨价310盾，
现价4900盾；FISH（FKS
Multi Agro股）涨价250
盾，现价90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NTR（友联拖
拉机股）落价650
盾，现价2万5650
盾；EDGE（Indointernet
股）落价500盾，现价2
万4875盾；JECC（Jembo
Cable股）落价450盾，
现价6300盾；LIFE（Sinar
Mas MSIG寿险公司股）
落价400盾，现价5575
盾。
盾币增值34盾
周二，雅加达银行
间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076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值14110盾，盾币
增值34盾。（asp）

美元和美国公债收益率走软为其
提供了一些支持，即使各国央行正朝
着缩减经济刺激措施的方向发展，黄
金周二上涨。
截至0620GMT，现货金上涨0.7%
至每盎司1,776.03美元，美国期金
上涨0.7%至1,778.20美元。现货白
银上涨1.6%至每盎司23.53美元，铂
金上涨1.5%至1050.84美元，钯金
上涨1.8%至2051.22美元。

气温下降重燃中国能源需求担忧
油价由跌转升
中国气温下降，重新引发外界担
忧中国在煤和电短缺之际是否有能力
满足取暖需求，油价周二上涨，扳回
稍早跌幅。
0541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0.24美元或0.3%，报每桶84.57美元；
周一下跌0.6%，本月仍上涨近7%。
美国原油期货上涨0.35美元或
0.4%，至每桶82.79美元；前一交易
日上涨0.2%，本月上涨近10%。

澳元和人民币跳涨
避险美元随亚洲股市上涨而下挫
随着亚洲股市跟随美国科技股走
高，以及有迹象显示中国楼市问题将得
到遏制，风险情绪有所改善，避险美元
兑主要货币周二下滑至三周低点。对风
险敏感的澳元与人民币一起跳涨。
美元指数自9月28日以来首次跌至
93.641，跌破近期区间。该指数最新
下跌0.26%，报93.690。
人民币/美元即期高见6.4105，
为6月16日以来最强，而在离岸交易
中，人民币兑美元触及6.3975，也是
6月16日以来最高。
澳元自9月3日以来首次升至0.7474
美元，即使澳洲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决
策者担心收紧货币政策可能损害劳动
力市场。英镑/美元上涨高至1.3778美
元，为9月17日以来最高。欧元/美元上
涨高见1.1658美元，为9月29日以来最
高。美元兑日圆亦下滑0.3%至113.975
，进一步远离上周五所及的近三年高
点114.47。新西兰元/美元上涨高至
0.7149美元，为9月14日以来最高。

美国股市收高
投资者关注苹果的产品消息，并
对第三季度的业绩期表现乐观，美国
股市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周
一收高，科技和通讯类股涨幅最大。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6.15点，
或0.1%，至35,258.61点，标普500
指数上涨15.09点，涨幅0.34%，至
4,486.46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4.47
点，或0.84%，报15,021.81点。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2021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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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5.52
3029.04
25787.21
3593.15

涨 190.06
涨 22.36
涨 377.46
涨 25.02

欧股
英国FTSE
7206.41
涨
德国DAX
15481.09
涨
法国CAC
6672.68
跌
荷兰AEX
800.07
涨
Http://tw.stock.yahoo.com 19/10/2021

2.58
6.62
0.42
3.33
15:51

美股
道琼工业
35258.61
跌 36.15
那斯达克
15021.81
涨 124.47
S&P 500
4486.46
涨 15.09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0/18

部门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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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99
975.16
583.84
1045.22
1212.65
1133.38
730.13
847.86
1363.95
1531.18
869.44
8890.12
985.35

波幅(%)
-0.04
-0.13
-0.41
-0.59
0.28
0.02
-0.29
0.9
0.55
0.31
-0.41
-1.57
-0.27

黄金行情
10月19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5克金片 ：4.010.000  盾卖出 4.3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20.000 盾卖出 8.645.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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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ST
ARTO
MASA
FISH
SGRO
BBHI
BMAS
MAPA
BBNI
BEBS

开盘
6800
13425
4590
8750
2310
4590
1450
2780
7075
1795

最后
7750
13825
4900
9000
2550
4830
1600
2930
7225
1925

变化
950
400
310
250
240
240
150
150
150
130

变化(%)
13.97
2.98
6.75
2.86
10.39
5.23
10.34
5.40
2.12
7.24

%
%
%
%
%
%
%
%
%
%

交易量

交易额(千)

1300
29051000
43900
3900
1923500
8004300
493200
1871600
64093400
36494700

9147
389618887
219584
35635
4905636
37192013
737541
5458196
457473665
7017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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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R
EDGE
JECC
LIFE
MCAS
BYAN
TECH
ITMG
AMOR
NFCX

开盘
26300
25375
6750
5975
12050
28050
8000
25675
3830
10250

最后
25650
24875
6300
5575
11700
27700
7700
25425
3600
10025

变化
650
500
450
400
350
350
300
250
230
225

变化(%)
-2.47
-1.97
-6.67
-6.69
-2.90
-1.25
-3.75
-0.97
-6.01
-2.20

%
%
%
%
%
%
%
%
%
%

交易量
3590300
6000
2200
2700
2002400
48500
1929600
2916000
839400
216500

交易额 (千)
92288857
149837
14435
15092
23073807
1348670
15296112
74504797
3065553
2169735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9. 2021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0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097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
FOREIGN
CURRENCY
买进

  现钞
卖出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007.50

14157.50

14025.52

14166.48

新币

SGD

10390.84

10510.84

10380.05

10486.70

港币

HKD

1790.49

1830.49

1802.74

1820.95

日元

JPY

121.43

125.03

122.61

123.86

欧元

EUR

16254.99

16514.99

16240.15

16407.62

澳元

AUD

10360.20

10600.20

10364.86

10471.86

英镑

GBP

19227.52

19527.52

19241.61

19440.66

人民币

CNY           2155.14

2245.14

2180.08

2202.29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5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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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O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额达1.95兆盾

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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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纤维和长丝纱协会称

煤炭缺乏对纺织业造成压力
【Kontan雅加达讯】印尼纤维和长丝纱
协会（APSyFI）阐明，由于数个国家发生
煤炭短缺情况，也对国内纺织和成衣工业
（TPT）造成压力。

PNGO公司定下指标，今年销售能达到1.95兆盾。
与托马斯的声明并行，
【Kontan】经营棕榈业
的Pinago Utama（PNGO） 根据2020年度报告声明，
公 司看好 今年的商务将良 在 运 营 业 务 时 ， P i n a g o
好增长。Pinago Utama公 U t a m a 公 司 已 贯 彻 数 项 策
司 经理部 深信，至今年底 略对挑战给予答 复和 在 市
的 销 售 额 能 达 致 1 . 9 5 兆 场竞争对手之间胜出。
首先，提高加工厂的棕
盾，和净利达到1440亿
榈原油和棕榈仁 生产 量 ，
盾。
根据Pinago Utama公司 第 二 ， 提 高 橡 胶 加 工 厂
记 载 ， 2 0 2 0 年 销 售 额 为 的生产量，目前，Pinago
1.51兆盾和净利为812.7 U t a m a 公 司 拥 有 2 家 橡
亿盾。意思是说，Pinago 胶 加 工 生 产 设 备 ， 生 产
Utama公司定下指标， 橡胶渣和罗纹烟片，第
今 年 收 入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三，Pinago Utama公司也
长 2 9 . 4 6 % 和 净 利 增 长 计划，将在其拥 有的 空 地
上种植作物。
77.61%。
作为信息，Pinago
日前，Pinago
Utama
公司经理托马斯.法理延 U t a m a 公 司 已 在 今 年
（Thomas Valian）称，今 上 半 年 获 得 令 人 满 意
年 ，有数 个积极的催化剂 的 业 绩 。 2 0 2 1 年 上 半
推动Pinago Utama公司的 年，Pinago Utama公司销
售额比2020年上半年的
业绩。
首先，Pinago
Utama 7 3 6 3 . 7 亿 盾 增 长 3 5 . 2 3 %
公 司的产 品，如棕榈原油 成为9958.2亿盾。
Pinago Utama公司也记
（CPO）销售增长20%，
棕 榈 仁 销 售 增 长 1 9 % 和 载，年度净利为1202.1亿
印尼标准橡胶渣（remah 盾，而截至2020年6月30
日，Pinago Utama公司仍
karet）即SIR为9%。
除此之外，核心种植园 亏损21.8亿盾。
今年，Pinago
Utama
（inti）的棕榈新鲜果串
（TBS）生产量比去年同 公 司 拨 出 1 2 1 0 亿 盾 的 资
期 提 高 4 2 . 5 7 % ， 也 是 支 本支出，主要是 供极 限 推
撑Pinago Utama公司业务 动Pinago Utama公司的运
进度的另外催化剂。
营活动。这与该公司在
托 马 斯 对 记 者 解 释 今年实施的极限 生产 棕 榈
说 ，“ 成为公司积极催化 和 橡 胶 的 策 略 并 行 ， 至
剂 的是 棕榈原油价格提高 今，Pinago Utama公司已
2 7 % ， 棕 榈 仁 提 高 5 6 % 吸收2021年的资本支出的
， 印尼 标准的橡胶渣提高 4 5 0 亿 盾 ， 或 是 今 年 资 本
1 7 % ， 罗 纹 烟 片 （ R i b b e d 支出总数的37.19%。
Smoke
Sheet）提高48%
托 马 斯 阐 明 细
。”
节，Pinago Utama公司将
为能推动今年剩余日子 使 用 今 年 的 资 本 支 出 ，
的业绩，Pinago Utama公 其 中 建 造 基 础 设 施 直 至
司 将持 续设法符合已定下 革 新 棕 榈 新 鲜 果 串 运 输
的生产和销售10万1242吨 车辆。“以目前 很高 的 棕
的 棕榈 原油。“与去年比 榈 原 油 价 格 ， 成 为 P i n a g o
较，已落实的销售量为7 Utama公司在每家核心种
万 4 0 8 6 吨 和 生 产 量 为 7 万 植园极限提高新 鲜果 串 生
4067吨。”
产量的机遇。”（sl）

放松PPnBM延长至年底

大发销量提高16.3%
【Kontan雅加达讯】
政 府放松 奢侈产品销售税
(PPnBM) 100%再次延长
至2021年12月底，由于目
前 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还
在 蔓延， 以刺激国家汽车
市场。
2021年1月至9月期间，
全 国汽车 市场有所提高，
零售汽车达到大约60万
辆，和批发大约62.7万
辆。
2021年9月，国家汽
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7万
2648辆或环比下降4.2%
，批发销量成为8万4113
辆或环比2021年8月微升
1%。
除了国家汽车市场，延
长 税收折 扣对大发带来积
极的影响，以至2021年第
三 季仍维 持国内汽车销售
排名第二。
至2021年9月，大发录
得零售销量达到10万3788
辆占17.3%的市场份额，
以及批发销量11万6048
辆占18.5%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2021年9月销

售数量，大发记 录零 售 或
批发销量有所提高，零
售销量14187辆或环比提
高16.3%，和批发销量
17529辆或比2021年8月提
高21.7%。
有关车型的贡献，至
2021年9月大发零售销
售的3大主要贡献者，如
Gran Max PU达28205辆
(27.2%)、Sigra25843
辆，和Ayla14222辆
(13.7%)。
2021年9月批发销售
大致相同，3款最大销量
是，Sigra
3984辆或贡
献28.1%、Gran Max PU
3889辆(27.4%)，和Ayla2064辆(14.5%)。Astra
International Daihatsu Sales
Operation(AI-DSO)公司
营销与客户关系总监Hendrayadi Lastiyoso称，“我
们感谢大发销售 增长 是 随
着市场提高，占17.3%的
市场份额。大发 表乐 观 汽
车市场能够持续 增长 ， 由
政府放松税收， 并延 长 至
2021年底。” (lcm)

大发汽车标致。

根据印尼纤维和长
丝纱秘书长雷特玛.吉
达.威拉瓦斯达（Redma
Gita Wirawasta）记录，
能源费占纺织和成衣工
业总成本结构的25%，
纤维和长丝纱工业领域
的使用量最大。“煤炭
价格每吨达170美元以
上，已对工业造成持续
性的阻碍，除了价格高
涨时随着国际市场起伏
之外，供应量也不足。
我们要求政府能干预，
俾使价格和供应能受到
保障。”
他续称，希望供工业
用的煤炭价格能下降至经
济价格，即每吨70美元或
者是与2018年至2019年的
煤炭价格相同。
雷特玛声称，廉价

能源和供应成为机遇，
应对数个竞争国的情
况。“越南实施封锁
（lockdown），中国和
印度发生的能源危机已
形成了市场商机，主要
是在我国内，俾能为国
内纺织企业商所利用。”
他解释说，煤炭不
只使用作为能源，但也
成为煤炭气化的原料。
他坦言，煤炭短缺情
况业造成数家纺织和成
衣工业转移使用其它的
能源，举例国电公司
（PLN）的电力。
对雷特玛的声明，工
业部鞋产、皮制品和纺
织工业局长艾丽斯.玛希
多（Elis Masitoh）称，
已与能源和矿物资源部
（ESDM）协调，有关国

Asia Pacific Investama公司设法提高产能，近期内计划购买
新机器。
内煤炭供应问题。
工业部已要求该直辖
机构能调高煤炭工业的
国内市场义务（DMO）
，目前，指定为25%
。“我们持续与能源和
矿物资源部沟通，俾能
保证煤炭供应量或者持
续保持国内市场义务，
甚至能够调高。”
除此之外，艾丽斯
也已设法，俾能提高煤
炭生产量，在需求恢复

时期，供应工业的高
需求。有关煤炭价格高
涨，她声称，如果已能
满足需求，则价格自然
而然将降低。
根据澳洲ICE纽卡斯特
尔（ICE Newcastle）数
据，煤炭价格一连3天，
下降1.92%成为每吨255
美元。此前，该商品持
续上涨15.61%和曽一度
触及最高纪录，即每吨
280美元。（sl）

需经常举办设计竞赛 以挖掘中小型企业潜力
【本报讯】利益相关
者必须努力举办各种工业
设计竞赛，作为探索设计
师潜力，以及中小型企业
(UKM)潜力的举措。
工业部中小型企业局长
Reni Yanita声明，2021年
Kenari
Djaja奖项(Kenari
Djaja Award 2021)是首次
举行门把手设计竞赛。
“未来将继续举行这样
的设计竞赛活动，以致能
挖掘其他设计师和中小型
企业的潜力。” 她上周末
在离线和在线举行2021年
Kenari Djaja奖项颁奖之夜
如斯说。
这次公布门把手竞赛获
奖者，所有竞赛获奖者、
陪审团，以及在建筑和室
内设计领域的人士出席，
但在严格卫生规程举行。
Kenari
Djaja总经理
兼首席执行官Hendra
B.Sjarifudin称，Kenari
Djaja与印尼室内设计师协

图为上周末，在雅加达颁奖之夜，Kenari Djaja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Hendra B. Sjarifudin(左6)
、HDII总主席Rohadi(右)，和Kenari Djaja奖项举行者主席Irma Rosalia Handaya(左)，以及全体获
奖者合照。
会(HDII)举行这个竞赛面
他说，这个竞赛举行的 锁和配件公司的先驱将可
对严峻的挑战，因为是在 想法来自于印尼设计师协 以大量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冲击 会(IAI)总主席Alm. AhKenari
Djaja成功首次
全球和我国期间举行的。
mad
Djuhara与HDII总主 在我国举行门把手设计竞
“我们对自从3月以来举 席Rohadi在‘2020年室内 赛 荣 获 印 尼 记 录 博 物 馆
行门把手设计竞赛，并涉 设计师聚会’交谈时提出 (MURI)奖项，既是“门把
及许多我国年轻人而感到 的。
手设计竞赛的第一个举行
满意。国内年轻人的作品
他希望，倘若有很好的 者”。这个记录是MURI颁
非常有创意和具吸引力。 作品并拥有销售价值，则 给Kenari Djaja的第六个记
不逊色于国外设计。”
Kenari Djaja，作为我国门 录。(lcm)

2021年上半年 ZINC继续保持良好业绩
【Kontan雅加达讯】
Kapuas Prima Coal（ZINC）
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持续
保持良好的业绩。根据
报道，截至2021年第2
季，Kapuas Prima Coal公
司的销售额达到4999亿盾
和净利达到409亿盾。
该良好的成绩离不开
Kapuas Prima Coal公司贯
彻的策略，以及受到矿物
价 格 上 涨 的 推 动 。 Ka p u a s
Prima Coal公司经理伊芙
琳（Evelyne Kioe）希望将
来，Kapuas Prima Coal公
司业绩能够愈加增长和能
对公司的股东们提供更好
的业绩。
她进一步解释说，目
前，Kapuas Prima Coal
公司仍将聚焦于主要商
务，即生产锌和铅精矿物
（konsentrat）。但随着
Kapuas Prima Coal公司
拥有的铁砂蕴藏量和需求
很大，自2020年，Kapuas
Prima Coal公司开始重新
开采铁砂，俾能向国内市
场销售。
截 至 2 0 2 1 年 上 半
年，Kapuas Prima Coal公
司的铁砂销售提高200%
以上或达到226亿盾。“
铁砂方面，我们仍将保持
稳定的增长，一边持续观
看6个月后的契机。希望
疫苗接种（vaksinasi）计
划持续进行，以及疫情结
束后的经济复苏，能够推
动矿物的需求。”
据悉，目前，Kapuas
Prima Coal公司正在提高
精矿物生产能力至56万
4000吨。为此，Kapuas

Prima Coal公司今年已获
得4万6000吨的锌精矿物
出口配额和1万7500吨的
铅精矿物出口配额。
除此之外，明年提
高生产量和销售量指
标，Kapuas Prima Coal
公司也已完成铅冶炼厂的
建造，年产能力达到2万
吨，依计划将在今年底运
营。“我们表乐观，今年
底能运营，业绩将比2020
年更好。那是因为我们看
出精矿物需求仍稳定，大

Kapuas Prima Coal（ZINC）公司的铁砂矿场。
宗商品超级周期（fenom- 我 们 仍 拥 有 很 大 商 机 ，
ena commodity supercy- 能 持 续 推 动 业 绩 直 至 明
cle）仍在初阶段，以致， 年。”（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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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稳定恢复“长期向好”持续显现

文/ 罗振轩

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823131亿元，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
5.2%，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恢复取得了积极成效。前
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环境，国民经济持
续恢复发展，主要宏观指
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就
业形势基本稳定，居民收
入继续增加，国际收支保
持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优
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打下了良好基础。尽管三
季度经济增速受到疫情、
汛情以及基数升高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有所回落，但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持
续显现，发展韧性强、潜
力大、回旋空间广阔的特
点明显。
从消费来看，前三季
度就业基本稳定，居民收
入持续增加，有利于消费
能力增强。同时，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消

费环境也有所改善，社会
保障不断完善，有助于提
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同比名义增长15.8%
，两年平均增长5.7%，
比上半年有所加快。
从投资看，企业效益
保持较快增长，目前产能
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持
续显效，有助于制造业投
资总体改善。前三季度，
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3.3%，今年以来整体呈
现改善的态势。
从进出口看，世界经济
总体复苏，我国产业体系
完整，配套能力强，企业
能够灵活适应国际市场需
求的变化，出口保持较快
增长。前三季度，货物进
出口总额283264亿元，同比
增长22.7%。其中，出口
155477亿元，增长22.7%。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
是第一动力。今年以来，
全国上下坚持把新发展理
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
域，着力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
步推进，我国创新发展势
头良好，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经济增长的
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172.5%和57.8%；
信息技术广泛渗透，网上
直播带货、平台经济等新
业态新模式快速兴起；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15.2%，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6%，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9.3%。随
着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持

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力
度加大，发展质量有望继
续提高。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
开放基本国策和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以来，外资流入
延续稳中向好势头，数量
提升、结构优化的特征更
加明显。当前，中国广阔
的市场空间和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正在吸引更多
外商来到这片投资沃土。

随着中国不断提速更高水
平开放，对外资的吸引力
也必定越来越大。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情，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关键。越是形势向好，
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
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总的
来看，前三季度国民经济
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结构
调整稳步推进，同时也要
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

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强化宏观政策跨周期
调节，着力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着力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不断激发市场
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释放内需潜力，我们就有
能力、有条件让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
标任务。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台湾当局若一再错判形势 终将遭到严惩
近段时间来，台湾当
局小动作不断，其气焰可
谓嚣张。不仅推出蔡英文
版“两国论”，首次公然
宣称两岸“互不隶属”，
还频频在国际媒体上露
脸，妄图继续拓展其所
谓“国际空间”。台当局
近期的种种行为，已不断
挑战两岸关系红线，若不
悬崖勒马，则会将两岸关
系继续推至兵凶战危的深
渊，其自身也终将受到严
厉的惩罚。
在大陆隆重纪念辛亥革
命110周年之际，蔡英文在
所谓“双十讲话”中，不仅
避谈孙中山与辛 亥 革 命 ，
还终于撕下其“不挑衅、
不冒进”的伪装，不但拒
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九二共识”，还公然
声称两岸“互不隶属”。
蔡英文版“两国论”已昭
然若揭。此外，台当局最
近在国际上动作不断，蔡
英文和台外事部门负责人
吴钊燮频频在国际媒体上
发声，希望美国及其盟友
更加强化对台湾的所谓
“ 安全承诺”，甚至叫嚣
“台湾将战斗到底”。
民进党当局还在国际
上“投书”外国媒体，刻
意歪曲联合国大会的2758
号决议，试图制造“两个
中国”和“一中一台”。

岂不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
部分，根本就没有所谓“
入联”资格。台当局的种
种行径，不仅使其一再成
为跳梁小丑，也不断挑战
到两岸关系中最敏感的红
线。近期，台防务部门负
责人邱国正在接受议员质
询时曾声称，他认为当前
的台海形势是他从军多年
来最为严峻的时刻，并认
为解放军将在2025年前具
备全面“攻台”的能力。
尽管也有人解读其发言有
为部门利益考虑的因素，
但未尝不是其根据认知和
各种信息得出的判断。
民进党自2016年开始
再次执政以来，不仅没有
好好解决台湾地区已经长
期存在的各种民生问题和
发展困境，还加重了这些
问题与困境。今年以来，
岛内缺水缺电等问题愈
发突出，对生产和人民
生活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尤其是5月岛内因防疫破
口引发的一轮疫情，更像
一面镜子，凸显出台湾当
局不仅执政不力，而且长
期政治心魔作祟。在疫情
暴发后，岛内长期出现缺
疫苗、缺普筛、缺病床、
缺病房的困境，使台湾民
众付出近千人死亡的生命
代价。
民进党防疫失策，却

不忘各种算计，除了在政
治上继续打压国民党等政
治对手，还力挺只做完二
期临床试验的台湾自产“
高端”和“联亚”疫苗，
让广大台湾民众当“小白
鼠”。最近有统计指出，
截至10月7日，台湾因接
种疫苗死亡的人数为852
人，而新冠疫情确诊后死
亡人数为844人——接种
各类疫苗尤其是“高端”
疫苗后的死亡人数竟然已
超过确诊死亡人数！保命
疫苗成了“夺命疫苗”。
在经济上，民进党当
局无视台湾对大陆出口总
额超过四成的事实，却一
再想与大陆做切割，推行
实际效果不佳的所谓“新
南向政策”等，试图人为
减少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
系。在当前亚太地区新
一轮的经济整合日益兴
盛，RCEP、CPTPP等多边
贸易体系都在不断推进的
时候，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的台湾反倒成为亚太地区
的自由贸易“孤岛”。
在如此糟糕的执政表
现下，民进党不知改进，
只会通过各种欺骗式的文
字包装和网络舆论，塑造
其“政绩”，继续愚弄台
湾民众，骗取政治利益。
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经
过多年的“去中国化”教

育和各类绿色媒体的舆
论操弄和持续影响，其
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
的“洗脑”教育已达到预
期效果，岛内不少民众的
认知已出现让人忧虑的变
化。这不仅体现在最近几
次岛内选举尤其是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的选情中，
更体现在当前台湾社会的
主体认知氛围上，很多台
湾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
台湾“主体意识”已经不
断固化。并且在选举板块
中，随着认同一个中国的
传统蓝营支持者板块的不
断萎缩，绿营的支持者还
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这
将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带
来更大的挑战。
在两岸关系上，民进
党自2016年执政以来，由
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致使两岸关系冰冻。蔡
英文当局用其掌握的舆论
工具来愚弄广大民众，声
称愿与大陆进行所谓“不
设政治前提原则下”的“
对话”，多次口头表示
要“释放善意”，还口口
声声说希望两岸关系“春
暖花开”。然而问题在
于，既然民进党当局拒
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九二共识”，甚至公
然声称两岸“互不隶属”
，在这种情况下，两岸有

何基础进行对话？而且从
其实际的表现看，不仅毫
无善意的举动，反而倒打
一耙，不断炒作所谓大陆
的“军事威胁”，将破坏
两岸关系的责任甩给大
陆，通过打“反中”“恐
中”“仇中”牌，对“一
国两制”进行污名化，不
断煽动对立，制造仇恨，
使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不
断上升，并且还变本加厉
地与外部势力勾连，为他
国火中取栗。
台湾当局主动向美国
靠拢，积极配合美国的“
印太战略”，甘当反华棋
子，妄图达到其“倚美谋
独”的目标。不少绿营人
士就误判形势认为，中美
关系的持续紧张或使美台
关系更加“热络”，会使
双方关系进一步走近。台
民意机构负责人游锡堃近
期在受访时声称，由于中
美关系不断出现摩擦，他
认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
升温，甚至在2028年前
有可能达成所谓“台美建
交”的目标。然而，只要
对美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或者看看近年来美国在中
东库尔德问题和近期阿
富汗问题中的表现，就
会知道，美国的行为从
来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
先，只会以此为理由对台

文/熊兴

当局予取予求，只会“口
惠而实不至”。
当前的台海形势确实
比以往更加复杂，民进党
当局不仅升高两岸之间的
敌意和对抗，加紧与美国
等外部势力勾连，还频频
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媒体上
试图“蹭热度”和“露
脸”，不断对大陆进行挑
衅，挑战两岸关系红线。
这些拙劣的行径不但徒
劳无功，犹如跳梁小丑一
般，还容易弄巧成拙，甚
至引火烧身，其分裂活动
已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
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的
切身利益，将台海和平
置于险境。
今年以来，针对“台
独”分裂活动和各种外
部势力的干涉，解放军空
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多次有
针对性的演训活动，已向
各种势力发出明确警告，
也表明了维护国家统一与
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因此，台湾当局不应一
再错判形势，更不应螳臂
当车，妄图“以武拒统”
，而是应该认清认清两岸
统一不可避免的大势，莫
在“台独”的错误道路上
一条路走到黑。
（熊兴 华中师范大学台
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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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星期三

国际新闻/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越南加工厂停产！耐克苹果面临断供风险

上亿双耐克鞋无法交货
【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
讯疫情对越南企业的打击，正在波及
产业链上越来越多的环节。许多国际
知名的大公司损失惨重，苹果手机、
耐克鞋都面临着断供的风险。
据央视财经报道，
耐克公司51%的鞋
类产品在越南加工完
成。7月到9月，在越
耐克工厂基本处于关
闭状态。据估计，美
国耐克目前商品库存
创30年来最低纪录，
仅能维持1个月左右的

销售。美国BTIG高级
分析师称，耐克目前
大概有1.16亿双鞋生
产不出来。
而在整个欧美地
区，都面临着万圣节“
无鬼可扮”的尴尬，因
为相关产品难以在越南
工厂生产出来。

据英国《泰晤士
报》报道，成千上万
的英国民众因为担心玩
具、电子产品等商品在
今年的圣诞购物季早早
脱销，甚至专门请假去
商店购物。尽管较往
年，他们“下手”早了
一到两个月，但仍不能
保证买到心仪商品。
据报道，英国各地
商场及零售店顾客总
数在近期每周都增长
近5%。“表演者”连
锁玩具店是英国最大
的玩具零售商之一。
创办人表示，今年

越南的一家耐克加工厂内。
人们抢购圣诞礼物的
激烈程度前所未见。
多种商品较以往更为
短缺，主要是因为缺
少仓库工人和卡车司

机。英国零售业研究
中心警告，今年圣诞礼
物供应会出现短缺，并
预测供应链危机最少
将持续至明年4月。

供应商Novares将向取消订单的车企寻求赔偿
【盖世汽车】据外
媒报道，在全球半导体
芯片短缺迫使许多汽车
制造商停止生产并取消
零部件订单之后，法
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Novares将向其客户索
赔数千万欧元的损失。
全球每三辆汽车中，
就有一辆使用Novares公
司生产的塑料部件，该
公司将向取消了订单的

车企寻求赔偿。在车企
取消订单之后，Novares
出现了库存堆积的情
况。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Pierre
Boulet对媒体表
示：“今年年初以来，
我们已经遭遇了2,000
次客户突然停产的事
件，其中有100次，客
户通知我们的时候距离
暂停生产只剩下不到48
小时。”

日本众议院选举公告发布

选战正式开始

日本众议院。
【海外网】当地时间
19日，日本国会第49届
众议院选举公告发布，
正式拉开为期12天的众
议院竞选活动帷幕。
据日本共同社19日报
道，日本总务省从当天
上午8时30分开始接受各
政党提交候选人名单，
截止时间为当天下午5
时。本次选举的焦点议
题将包括新冠疫情应对
措施，以及与缩小贫富
差距有关的经济政策。

最终的投票和开票
将于31日举行，日本
民众将决定是否由自民
党和公明党继续联合执
政。9家政党将派出约
1050名候选人，参与竞
争465个众议院席位。
这也是自2017年10
月以来，日本首次举行
众议院大选。首相岸田
文雄和公明党党首山口
那津男表示，他们的竞
选目标是在众议院获得
过半数席位。

OPEC+再次未达目标

一些成员国难以提高石油产量

他表示，该公司
将通过商业谈判而不
是法律行动来获得赔
偿。Boulet补充说，欧
洲的芯片供应情况尤其
紧张，他强调该公司“
无法为汽车制造商遭
遇的财务限制买单”
。Boulet说道：“我们
一部分客户非常有礼
貌，他们会提前警告我
们，并且将补偿我们的

额外损失。但是也有一
些企业想要凭借自己的
规模拒绝赔偿。我们处
在一个恃强凌弱并且
有些自私的世界中。”
在去年的疫情危机
之后，汽车制造商又遭
遇了芯片短缺和供应链
障碍，车企不得不与庞
大的消费电子行业竞争
芯片供应。丰田汽车10
月15日表示，该公司

11月份的产量将削减
15%。大众旗下的斯
柯达也警告说，从10
月18日开始，其工厂
将“大幅削减产量，
甚至是暂停生产”。
此前，汽车行业曾认
为第四季度的供应链状
况会有所改善，但是现
在来看，零部件供应
不足的局面可能将持
续到2022年初。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暴雨死亡人数增至24人
【新浪网】据印度
媒体报道，截至18日
晚间，印度南部喀拉拉
邦连日大雨和山洪导致
的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
少24人死亡。这次暴雨
主要袭击了喀拉拉邦的
南部和中部，特别是科
塔亚姆和伊杜基地区的
丘陵地区，暴雨带来严
重的山体滑坡和山洪。
喀拉拉邦政府表示，喀
拉拉邦的南部和中部地
区正经历着与2018年和
2019年毁灭性洪灾时的
相似情形
。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已经造成4个
地区共124户房屋完全被
毁，另外有322户房屋
部分被毁。气象部门预

印度喀拉拉邦部分地区因暴雨引发山洪，17日有人
拍到一栋房屋被洪水冲走的可怕画面。
测，喀拉拉邦受灾地区
降雨已经开始减小。
印度喀拉拉邦的暴
雨导致全邦多处水坝水
位上升。喀拉拉邦政府
18日向公众发出警报，

告知民众一些水坝将开
始泄洪，这可能导致喀
拉拉邦南部和中部河流
水位上升，提醒居住在
河流沿岸的民众时刻保
持警惕。

统大选中获胜后，提名
鲍威尔为国务卿。
国务卿任内，鲍威
尔主张发动伊拉克战
争。2003年2月，鲍威尔
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拿出一管白色粉末作为
“证据”，声称伊拉克正
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此后不久，美军入
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科林· 侵伊拉克。 然 而 ， 美 国
至今未能证实伊拉克确
鲍威尔。
实拥有这类武器。
至1989年1月任里根总统
鲍威尔数年后在媒体
的国家安全顾问；1989年 采访中承认，他在联合
被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任 国会议上的那次发言源
命为 参 谋 长 联 席 会 议 主 自不确切的情报信息，
席；2000年小布什在总 是他的人生“污点”。

德国卫生部长：

计划11月底结束全国大流行病状态
9月份OPEC+对石油减产协议的执行率略微下降至
115%，表明随着该联盟提高产量目标。
【路透伦敦】消息
人士称，9月份OPEC+
对石油减产协议的执行
率略微下降至115%，
表明随着该联盟提高产
量目标，一些成员国仍
未达到要求，因为它们
在开采更多石油方面面
临挑战。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和俄罗斯等盟
友组成的OPEC+，在9
月份将其产量目标提高
了40万桶/日。它还同
意在10月和11月再提高
40万桶/日。
投资不足和维护问

题阻碍了安哥拉和尼日
利亚提高产量的努力，
预计这个问题在不久的
将来将继续影响这些西
非产油国。
上周，尽管美国等
主要消费国呼吁随着
油价上涨增加产量，
但OPEC的实际领导者
沙特阿拉伯为OPEC+
的逐步增产政策进行
了辩护。
布兰特原油价格周
一在每桶86美元附近
交易，创下三年来的
新高，受到强劲需求
的提振。

【中新社柏林】德国联
邦卫生部长施潘18日表
示，考虑到该国目前的
新冠疫苗接种率水平，
医疗系统超负荷的风险
已不再严峻。为此，施
潘计划待德国目前实施
的全国大流行病状态于
今年11月25日到期后，不
再延长这一状态。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当天公
布的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人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
分别为4056人、10人，截
至当天累计确诊4377845
人、死亡94628人。平均
每十万人的七日累计新增
确诊人数为74.4、七日累
计重症入院人数为1.92。
截至目前，德国已接种1
亿990万剂次新冠疫苗，

简讯
晶片短缺令韩国汽车减产
第3季跌至13年低谷
由于晶片短缺，韩国今年第3季汽
车产量跌至13年来低谷，为761975
辆，较去年同期大跌20.9%。报道
指，东南亚再次爆发新冠疫情，也影
响车用半导体产品的供应。
根据韩国汽车制造业协会(KAMA)
发布的数据，现代汽车共生产
350209辆，较去年跌15.8%。不过
雷诺三星未受晶片短缺影响，生产
33760辆，较去年同期增7%。韩国
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季度产车量曾
跌至760121辆。

北美最大集装箱港口
面临史无前例的货物积压
当地时间10月18日，美国洛杉
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Gene
Seroka)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继续影
响着各种供应链，截至10月18日，
大约有20万个装有货物的集装箱在洛
杉矶海岸附近积压。塞罗卡表示，有
25%的货物在码头停留了超过13天。
此前货物的挤压数量更多，几乎为现
在的两倍。

韩国2030年减排目标上调至4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
18日在2050碳中和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表示，政府决定将2030国家
自主贡献(NDC)目标从原先的26.3%
上调至40%。
文在寅表示，这是韩国政府在所
处环境下制定的最大目标，并以此向
国际社会彰显政府实现碳中和的坚定
决心。为促使韩国经济持续发展并提
升国家竞争力，政府将加速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量并实现碳中和。同时，政
府深知产业界和劳动界的担忧，因此
将在政策、财政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不遵守巴黎旅游业规章
旅游电商巨头被罚超百万欧元

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因新冠并发症去世
【新华社华盛顿】
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的家人18日
在社交媒体上说，鲍威
尔因感染新冠病毒引发
的并发症于当天早晨去
世，终年84岁。
鲍威尔的家人说，
鲍威尔此前已完全接种
新冠疫苗，去世前在位
于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
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
事医学中心接受治疗。
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出任总统国家安全
顾问、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 和 国 务 卿 的 黑
人。鲍威尔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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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未接种疫苗人群当
中。据德国电视一台报
道 ， 该 机 构 已 经 将 针对
已完全接种疫苗人群的健
康风险下调至“中等”，
医疗系统超载的风险也同
样被下调至这一等级。
德国从2020年3月28日
开始进入全国大流行病状
态，到今年11月底，这一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 状态持续 时 间 将 达 1 9 个
月。施 潘 呼 吁 公 众 在 那
共有54686416人已实现 之 后 仍 应 继 续 保 持 洗手
完 全 接 种 ， 占 该 国 总 人 和社交距离等习惯。
口数的65.8%。
由于目前德国组阁谈
施潘当天在和各州卫 判正在进行中，而施潘所
生部长举行会议时作出了 在的联盟党进入下届政府
上述表示。罗伯特·科赫 的可能性已逐渐渺茫，此
研究所此前给出的数据显 间亦有分析认为，德国防
示 ， 德 国 目 前 几 乎 所 有 疫政策的后续走向恐需等
新增确诊病例 ， 尤 其 是 到组阁结束、新政府宣誓
新 增 的 重 症 病 例 ， 都 发 就职后方能明朗化。

据法新社当地时间18日报道，总
部位于荷兰的旅游电子商务公司缤客
网(Booking.com)当天被法国巴黎司
法法庭处以123.4万欧元的罚款，理
由是不遵守巴黎当地的旅游业规章。
缤客网主要提供全球住宿预订的
服务。巴黎司法法庭认定，缤客网
未按照规定向巴黎市政府提供必要信
息，尤其是带家具的旅游出租房的预
订天数。为此，法庭判定缤客网要将
罚款全部交付给巴黎市政府。

毒品暴力泛滥
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据厄瓜多尔《电讯报》18日报道，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当日宣布，全国进
入紧急状态，以打击国内日益泛滥的
贩毒和暴力事件。这一措施将主要适
用于瓜亚斯省等犯罪率突出的省份。
据报道，厄瓜多尔17日曾发生毒
贩和警察间的激烈枪战，导致一名11
岁男孩中弹身亡。总统拉索表示，厄
瓜多尔70%的暴力案件都与贩毒有
关。未来几日，拉索将向国会提交一
份法案，以保护因工作而受到指控的
警察和安全部队人员。

近5000名孕妇感染新冠
泰国卫生部呼吁速打疫苗
泰国卫生部官员18日透露，近半
年以来，泰国共有4778名孕妇感染新
冠病毒，其中孕妇死亡95例，胎儿死
亡46例。感染孕妇大部分在曼谷及周
边疫情严重地区，死亡孕妇基本都没
有接种新冠疫苗。预计到今年年底，
泰国怀孕12周以上孕妇将有30万人，
该国卫生部此前一直敦促孕期12周以
上的孕妇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以降低
感染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保护自身
和胎儿生命安全。
目前全泰国已有7.5万名孕妇接种了
新冠疫苗，占比约25%。该官员还表
示，哺乳期妇女接种疫苗也是安全的，
他呼吁全国孕产妇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枚弹道导弹
韩联社10月19日消息，韩联参称
朝鲜从新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枚
弹道导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韩国军方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
射不明飞行物。今年9月15日，朝鲜
在平安南道阳德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
域发射2枚近程弹道导弹。
在1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
一贯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实
现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中方希望有关方坚持政治解决方
向，保持克制，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
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探讨
寻找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的有效做法。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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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敦聘俞文娟博士为客座研究员

并与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本报周孙毅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海外
融籍乡亲的联系，邀请优
秀海外华裔学者参与该校
人才培养，增进中外学术
交流。中国福建技术师范
学院(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于10
月18日上午举行一场客
座研究员远端敦聘仪式，
聘请海外玉融儿女优秀代
表、美国纽约大学哲学博
士，也是印尼华社精英
俞雨龄先生与黄春兰女
士令媛俞文娟博士（Dr.
Aimee Dawis）为该校客
座研究员。
当天，同时举行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与印尼福建
社团联谊总会、印尼《国
际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备
忘录签署仪式。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
会长郑惠文、海外部处
长林山、四级调研员蔡
晓颖、福清市侨务办公室
主任陈成龙；该校党委书
记赖海榕、校长廖深基、
副校长陈志勇、副校长商
光美，以及印尼福建社团
联谊总会总主席俞雨龄伉
俪、印尼中华总商会执行
副总主席张锦雄、印尼华
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印

华百家姓总会总主席林万
金、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
会总主席蔡裕资、世界福
清同乡联谊会主席姚忠
从、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
熊德龙、印尼福建社团联
谊总会秘书长魏飞、印尼
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
杨健昌等嘉宾和学校学生
代表应邀出席敦聘仪式。
敦聘仪式上，赖海榕
书记首先发表致辞，拉
开序幕。廖深基校长宣
读聘书，接着该校印尼
语外专赖民裕博士在雅
加达代表廖深基校长为
俞文娟博士颁发聘书。
随后，俞文娟博士发表
了受聘致辞，并为两个
学院的学生代表做了题
为《印尼华人组织——
历史性回顾》的主题演
讲，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
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赖海榕书记表示，此
次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与印
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印
尼《国际日报》报业集团
签署合作备忘录，是落实
习近平主席和佐科威总
统多次会晤共识的生动实
践，对于深化中印尼两国
教育交流，增进华裔青少
年对祖籍地的了解，培

养“一带一路”建设和中
印尼“两国双园”项目实
施急需的人才，具有重要
的意义。
赖书记指出，学校作
为福清的最高学府，是海
内外融籍乡亲的骄傲，在
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诸多热
爱家乡、情系桑梓的侨领
侨贤的通力支持，学校将
不断以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来铭记他们的功绩。赖书
记还对熊德龙慷慨捐资的
仁心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俞文娟致辞，对福建技
术师范学院邀请她担任客
座研究员表示衷心感谢。
相信通过此次聘任将有益
于中印尼两国学术界及其
他各领域保持一直以来的

友好交流互鉴。俞文娟希
望在聘期内，能和学校师
生们分享自己对印尼华人
的研究和观点，也期望能
得到大家的指导和帮助。
俞文娟博士，1997年
本科毕业于洛约拉马利蒙
特大学传媒学专业，1999
年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传媒学专业，2005年博
士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传
媒学专业。现任教于印度
尼西亚大学传媒系、文学
系，同时兼任Komunika传
媒杂志编辑、The Enrichment Lab 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以及康奈尔大
学校友招生大使、网络校
友大使等。
接着，廖深基校长与
俞雨龄、熊德龙分别签署

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涉
及共同加强人文交流，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为中印
尼“两国双园”项目输送
技术人才以及探索建立现
代传媒产业基地等。签约
后还举行了捐赠仪式，
印尼《国际日报》报业集
团董事长熊德龙捐资100
万人民币，在福建技术师
范学院设立“熊德龙奖学
金”，支持培养印尼语商
务人才。
与会印尼方嘉宾代
表，包括：俞雨龄、姚忠
从、林万金、黄德新、张
锦雄、熊德龙、蔡裕资先
后致辞，对合作备忘录的
签署暨“熊德龙奖学金”
的设立表示祝贺，并期望
在各方努力下，各种合作

意向能尽快落地，并转化
为积极成果，为中印尼两
国交流合作增光添彩、作
出贡献。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
会长郑惠文在最后致辞
中，对印尼乡亲“恋祖
爱乡，回报乡梓”的优良
传统给予高度的褒扬。他
指出，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是新时代下推进“民心相
通”的创新举措，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他希望各
方能共同努力，全面推进
福建与印尼的友好交往，
为推进“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发挥更大的
作用。
敦聘仪式暨签署合作
备忘录仪式在热烈的掌声
中圆满结束。

赖海榕书记致辞。

廖深基校长致辞。

郑惠文副会长致辞。

俞文娟博士致辞。

姚忠从致辞。

张锦雄致辞。

黄德新致辞。

蔡裕资致辞。

林万金致辞。

熊德龙致辞。

赖民裕博士（左）在雅加达代表廖深基校长为俞文娟
博士颁发聘书。

俞雨龄先生与黄春兰女士出席参与。

俞雨龄代表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与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签署合作备忘录。

左起：赖民裕博士、黄春兰、俞文娟博士、俞雨龄合影。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举行俞文娟博士客座研究员敦聘仪式暨与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国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一景。

熊德龙捐资100万人民币。

俞文娟博士被聘为福建技
术师范学院客座研究员。

养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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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秋风
起，蟹脚痒；菊花
开，闻蟹来。”又到每年
螃蟹最肥美的时候，好吃
者的“美食雷达”已然启
动。不过，螃蟹虽肥美可
口，却不能乱吃。最近河
南省一名20岁的小伙子吃
隔夜螃蟹患上脑膜炎的新
闻就引发了热议。我们都
知道，死螃蟹尤其是河蟹
不宜吃，如何吃螃蟹才更
健康？今天广东省中医院
脾胃科黄穗平教授就跟大
家聊一聊螃蟹这道美食。

养生膳食

炒菜也是
一个技术活

本版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杨佳

如何吃螃蟹才不辜负健康？
除了美味，还能清热 中 ， 就 有 “ 咸 软 ” 的 说 蟹本身过敏，那么食用了
法，金代张元素把“
咸 螃蟹，也可能容易过及胎
散瘀肿
金秋时节，最肥美的海
鲜，怎能少得了蟹。无论
是淡水的大闸蟹还是海生
的花蟹、膏蟹等都是膏黄
肉厚的时候。
自古以来，不 少 文 人
雅士、饕餮之客以食蟹为
乐，对其称颂有加。爱国
诗人陆游晚年偏爱食蟹，
更赋诗生动地描写了他吃
蟹时的兴奋心情：“
蟹
肥暂擘（掰）馋涎堕，酒
绿初倾老眼明。”此外，
还有李白、苏东坡、徐
渭、曹雪芹等大家名士，
他们赋予蟹许多的雅号，
如“ 铁甲将军”“ 无肠
公子”“ 横行公”“含黄
伯”等。
虽然螃蟹多用作食材，
但在中医的角度，它也有
一定的药用价值。
螃蟹性寒，味 咸 ， 归
肝、胃经，具有清热、散
瘀和消肿解毒的作用，主
要用于治疗湿热黄疸、筋
骨损伤、产后瘀滞腹痛等
症，同时还可以用在痈肿
疔毒、漆毒。
螃蟹味咸，咸 味 为 五
味之首。在《黄帝内经》

软”的功效解释为“ 咸能
软坚”，因此，大多咸味
的中药都具有软坚散结的
作用。古代医书就有记载
将螃蟹捣烂外敷患处，以
散瘀和消肿。
而作为食材，螃蟹是一
种蛋白质丰富的水产类食
材，其中1 0 0克蟹肉中含
有1 4 克蛋白质、2 . 6 克
脂肪，其中钙含量达1 4 1
毫克、磷含量1 9 1毫克。
因此，适当食用螃蟹，可
以为人体补充丰富的蛋白
质、钙和磷等微量元素，
增强人体体质。
此外 ， 根 据 古 代 的 医
书记载，蟹爪的功效与蟹
壳和蟹肉稍有不同。蟹爪
有破血、消积、堕胎的作
用。因此，可用于产后瘀
积腹痛、产难催生等。

什么人不适合吃螃蟹
虽然面对美食难以忍住
乃人之常情，但再好的美
食，也要适度为宜。有几
种人是不适合吃螃蟹的。
孕妇不适合吃螃蟹。蟹
爪本身就有破血、消积、
堕胎的作用，若孕妇对螃

联系电话：0086-20-83004168

儿，增大日后孩子过敏的
几率，也会形成人们常常
所说的“ 胎毒”。
体 质 偏 寒 的 小 儿不宜
吃。螃蟹性偏寒，且许多
水产品均属于腥膻发物，
容易蕴积湿邪、助火生
风，引动体内的痰饮，因
此对于体质偏寒的小儿并
不适合，体质寒凉的成人
也要尽量少吃。
此外，脾胃虚寒、痰湿
困重、有风湿或者痛风性
关节炎的人也不宜食用螃
蟹。
那么，如何吃才能兼顾
美味与健康呢？黄穗平教
授建议，可以善用一些佐
料──紫苏、生姜等性质
就偏温，相互结合便能够
起到散寒湿的作用，从而
中和食物本身的偏性，让
人体更好地接受，对于某
些体质偏寒的人，可以有
效缓解食用后的不适感。
所以烹调螃蟹时，可以
加入紫苏、金不换或葱姜
蒜等祛腥散寒的佐料中和
寒凉的偏性，或在食用过
后泡一杯紫苏茶以缓解不
适感。

传真：0086-20-87370162

电子邮箱：gdtoday_nf@126.com

推荐食疗

生蚝螃蟹海鲜粥
材料：生蚝4只，螃蟹1只，
干贝2 0克，生姜3片，大米
100克，胡椒粉、盐适量。（2
人份）
做法：生蚝去壳，取肉；螃
蟹洗净，切块；干贝泡发；大
米洗净放入锅中，加入生姜、
干贝和适量的水，熬至绵滑；
加入蚝肉、螃蟹煮1 5 分钟；
加胡椒粉、盐调味即可。
功效：养阴补虚。

南方网：www.southcn.com

青菜，特别是绿叶蔬菜，
怎么样才能做得好看、好吃
又健康呢？这里提两个小技
巧。
1.沸水+少量油：大家注
意，一定是沸水，这样可以
让油和水迅速混溶。但是添
加的顺序也一定要注意。在
很多酒店厨房里，一般顺序
是这样的：煮水─把水盛出
来─热锅下大量的油─关火
（一定要关火，要不然加水
以后很容易着火）─再快速
加入刚才煮好的水─最后炒
菜。这样做出来的菜能保持
翠绿，口感爽脆，但是缺点
是用的油比较多，而且万一
忘记关火就很麻烦。所以在
家中，我们会更推荐一种简
单的做法，就是先用少量的
油爆香姜葱蒜，然后盛出，
再放一碗水（200─250毫
升）下锅，煮沸，然后把刚
才爆香的配料放进去，再放
入青菜翻炒一下，盖上盖子
焖约1─2分钟，再翻炒，熟
了调味上碟。这样做的青菜
翠绿又少油。
2.容易发苦的菜先用油
盐焯水：大部分蔬菜是不
需要焯水的，只有味道容
易发苦的才需要。以油麦
菜为例，焯水这个步骤真
的不可少，少了就苦了，
炒的时候也会容易出水。
焯水要注意的是，一定是
沸水才下菜，在沸水中加
入适量的油和盐，一来能
让蔬菜保持翠绿，二来有
一个底味。焯水的过程
中，最好先放菜头，再放
菜叶，因为两者煮熟的时
间是不一样的，菜头不容
易熟，需要先放。焯水断
生就好，不用太长时间。
我们经常建议大家要多吃
蔬菜，多吃不同颜色不同种
类的蔬菜，但光是建议是不
够的，一定要好吃才能真正
吸引大家。希望大家学会这
两个小技巧以后，也能在家
中炒出一盘好蔬菜，让全家
都能乐于吃蔬菜。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策划：王会赟

英文网：www.newsg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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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中方欢迎德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希望德方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开放
【中新社北京19日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视频方式共同出
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并同与会代表交流。
来自中国工商银
行、华为、宁德时代和
德国西门子、博世、安
联等中德企业负责人分
别就信息通信、相互
扩大开放、营造公平
市场环境等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两国总
理认真听取了发言并
作出回应。
李克强表示，中方
高度重视中德关系。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
同默克尔总理举行视频
会晤，今天两国总理会
晤后同企业家座谈，希
望推动中德务实合作迈
上新台阶。中德合作的
基础是优势互补，本
质是互利共赢，直接

受益者是两国人民。
双方应当坚持双向开
放。中国将继续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中
国的市场也会越来越
开放，愿扩大进口国
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我
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
的各类市场主体一视
同仁。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提升中国
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
致性。中方欢迎德国企
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
德方扩大对中国企业的
开放。
李克强指出，中德
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要共同坚守合作理念，
携手应对挑战，实现互
利共赢。深化在数字
经济、智能制造、新能
源、金融、人寿保险等
领域合作。在做好疫
情防控前提下便利双
方人员往来。希望中
德两国企业家加强沟
通、密切合作，促进
中德人民之间的友谊
深深扎根两国大地。
默克尔表示，过去
16年间，德中经贸关
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取得巨大发展。德方
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对
话沟通，协调标准制
定，为双方企业在两
国投资兴业提供公平

10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
阁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中德经
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并同与会代表交流。
市场环境，为深化双
方在信息通信、数字
经济、可再生能源等
多领域合作注入强劲动
力，实现互利共赢。
中德经济顾问委员
会成立于2013年5月，
是中国与世界主要经

济体建立的首个双边
经济合作顾问机制，
旨在建立政府领导人
与经济界代表直接对
话的渠道，为中德企
业、商协会、智库等
提供建言献策、共谋
合作的平台。

汪文斌：美方鼓吹“中国威胁论”

创9年新低

不过是为自身扩充军力寻找借口

示， 2020年下半年起
台湾疫情逐渐稳定，民
众也因边境管制无法
出境，加上当局推出旅
游补助措施起到激励效
果，在境内进行3天以
上旅游比率为13.4%
，较2019年提高1.8个
百分点。这不仅推升住
宿支出，购物支出也受
惠于各类消费券带动而
增加，进而使2020年
每人每次平均旅游支出
达新台币2433元，年增
4.9%。
虽然当局补助方案
抵消疫情带来的部分负
面冲击，但“主计总
处”指出，2020年民
众境内旅游总支出为
3478亿元，依然年减
11.4%。

工信部：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主要指标总体平稳
【中新社北京19
日讯】中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19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指出，面对疫
情汛情等不利影响和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
势，今年前三季度中
国工业经济 延 续 恢 复
态势，主要指标总
体平稳，为完成全
年 目 标 任 务 奠 定 坚实
基础。
数据显示，工业
经济稳定恢复，主
要指标处于合理区
间。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1.8%；41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 3 9 个 保 持
增长，21个增速超
过两位数。其中，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对整体工业
增 长的 贡献 率 超 过 四
成。企业经营情况得
到改善，前8个月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
利润两年平均增长
19.5%，营业收入利
润率达到7.01%，为
近年来较高水平。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较快，新动能持
续壮大。前三季度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20.1%，两年平
均增长12.8%；工业机
器人 、 集 成 电 路 等 新
兴产品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57.8%和43.1%
。截至9月底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均超过
210万辆，全球领先
地位进一步巩固。
发展环境不断优
化，中小企业创新活

力得到释放。在政策
和服务供给进一步加
强的背景下，“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规模
不断壮大，生产经营
效益稳步恢复。官方
对1140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调查显
示，前8个月营业收
入利润率达到13.2%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6.2个百分点。
信息通信业基础
先导作用更加凸显。
前三季度电信业务总
量同比增长28%； 电
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4%，增速同比提
高5.2个百分点。此
外，目前中国5G基站
数达115.9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达4.5亿
户，千兆光网具备覆
盖超过2亿户家庭的
能力。
工信部强调，当
前外部环境仍然复杂
多变，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面临的不稳定、
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
多，特别是受近期疫
情汛情、原材料价
格上涨、能源供给
紧张、芯片短缺等影
响，三季度工业增速
稳中放缓，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下一步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强化底线
思维，做好跨周期调
节，保持工业和信息
化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为明年一季
度乃至全年发展打好
基础。

【中新社北京19日讯】
针对美方近日再次鼓
吹“中国威胁论”，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
出，美方不过是为自身
扩充军力、谋求绝对安
全优势寻找借口。
据报道，美国防部
长奥斯汀日前表示，中
国开发先进军事能力和
武器系统，只会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美裁军大
使也称，中俄正积极推
进高超音速技术运用和
军事化，这将加剧军备
竞赛。
对此，汪文斌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不断
渲染“中国威胁论”。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 秩 序 的 维 护
者。中国坚定奉行防御
性 国 防 政 策 ， 坚持自卫
防御核 战 略 ， 始 终 将 核
力量维护在国家安全需要
的最低水平， 不 会 与 任
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中国发展必要军

事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护
自身正当的国家安全利
益。中国力量的增长是
和平力量的增长。任何
国家只要无意威胁和损
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都不会受到中
国国防力量的威胁。”
汪文斌指出。
他说，美国不仅拥
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
进核武库，而且还要投
入上万亿美元升级“
三位一体”核力量。美
方鼓吹“中国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身扩充军
力、谋求绝对安全优势
寻找借口。
汪文斌称，众所周
知，美国退出《反导条
约》《中导条约》，持
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
统，长期独家阻拦《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
议定书谈判，抵制外空
军控谈判进程，向无核
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
加剧核扩散风险。
汪文斌指出，美国作
为唯一超级大国，近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来抱守冷战思维，全方
位强化军力建设，不断
深化军事同盟，拉帮结
派打造军事小集团，严
重破坏地区和平安全，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美方声称中国加剧
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
一耙、转移视线。”汪
文斌强调，美方应当停
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停止拿中国说事，拿
出负责任的态度，体现
大国应有的作用，与国
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
战略平衡与稳定，实现
各国共同安全。

台湾上调免税“基本生活费用”

229万户受惠减税

【香港中通社19日讯】
台北消息：台湾财政主
管部门19日公布，今年
法律保障不可课税的“
每人基本生活费用”为
19.2万元（新台币，下
同），较去年增加1万
元，为历年调整幅度最
大的一次，带动受惠户
数增至229万户、减税利
益合计146亿元。
法律要求台湾当局
不可对民众“维持基本

生活所需的费用”课
税，而所谓基本生活所
需费用，是依“行政
院”主计总处最近一年
全台每人可支配所得中
位数的60%计算。
财政主管部门19日表
示，依照2019年每人可支
配所得中位数约32万元计
算，今年每人都有19.2万
元可保障不被课税，较上
一年大增1万元，为历年
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整

体受惠户数将增为229万
户，较去年多了21万户
受惠，整体减税利益也提
高至146亿元。
据悉，以4口之家为
例，相同所得、免税
额、扣除额结构下，今
年的课税所得将较前一
年减少4万元，假设适
用税率为5%，可增加
减税2000元，在最高适
用税率40%状态下，可
增加减税1.6万元。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保值率向上

以微弱优势领先美系及部分欧系车
【中新社北京19日讯】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近年
来自主品牌汽车综合实
力提升显著，与合资品牌
汽车的差距逐渐缩小。同
样，自主品牌汽车的向上
趋势也体现在保值率上，
自主 品 牌 汽 车 整 体 保 值
率为45.5%，以0.5个百
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美
系及部分欧系汽车。
随着汽车市场竞争加
剧、消费者购车愈发理
性，越来越多消费者在
购买新车和二手车时开
始将保值率作为重要参
考指标。J.D.Power（君
迪）19日发布《中国汽车
保值率研究报告》（2021
年10月），从厂商、国

简讯
郭永航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曾在深圳珠海工作
19日讯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19日在广州召开。会
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郭永航为广东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
官方提供的简历显示，郭永航，
男， 汉 族 ， 1 9 6 5 年 1 0 月 生 ， 在 职
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
曾任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委书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深圳市委常
委、秘书长，珠海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管委会副主任、广东省委横琴工
委书记。（中新社）

广西云南2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职务调整

台湾民众去年人均境内游6.7次
【香港中通社19日讯】
台北消息：新冠疫情导
致民众减少外出，聚
餐、旅游等活动也大幅
减少，台当局“主计总
处”19日公布最新统计
显示，2020年民众平均
每人境内旅游6.7次，
创下近9年来新低。
根据统计，2020年
台湾民众境内总旅游次
数为1.4亿次，较2019
年减少15.5%；平均每
人境内旅游6.7次，也
减少1.3次，更是2012
年以来新低。台湾民
众在境内至少旅游1次
的比率，2020年降至
88.4%，同样呈现下滑
趋势，较2019年减少
2.7个百分点。
台“主计总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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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品牌等多维角度展现
近一年国内二手车交易市
场现状及保值率情况。
报告指出，中国车
市进入存量时代的背景
下，存量市场消费圈层
发生结构性变化，汽车
增购、换购量在汽车消
费中的占比逐步提升，
二手车交易的需求、活
跃度不断上升。从地域
层面来看，二手车交易
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直辖
市及省会城市。
报告称，保值率是
衡量一个品牌、一款车
型价值的重要指标。从
厂商类别和国别来看，
得益于车型的稀缺和较
高的品牌溢价，进口车

保值率高于合资及国产
车型。其中，日系车保
值率以绝对优势领跑，
较第二名的德系车高出
5.5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虽然自
主品牌汽车整体水平与
排名领先的日系和德系
汽车仍然有较大差距，
但头部自主品牌汽车保
值率已与排名前十的汽
车厂商十分接近。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
自主品牌汽车来说，保值
率可以作为品牌向上战略
的强力支 撑 。 保 值 率 提
升将有助于自主品牌汽
车向上的形象更加深入
人心，也能加快自主品
牌汽车高端化的步伐。

19日讯，中共中央决定：刘
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
员、常委、书记，鹿心社同志
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宁同志任
云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阮成
发同志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中新社）

港股收市升377点 小米升逾5%
19日讯，港股连升三日，创逾一
个月收市高位。恒生指数19日收市报
25787点，升377点，大市全日成交
1205.77亿元（港元，下同）。
恒指高开61点，早段升幅曾收
窄，但A股发力为港股注入动力，
尾市迫近高位收市，收报25787点，
为9月13日后收市最高；国企指数
报9136点，升164点；恒生科技指数
报6518点，升194点。当日，小米集
团董事长雷军在投资者日上公布，
预计小米汽车将于2024年上半年正
式量产。小米升逾5%，报22.5元。
科网股造好，哔哩哔哩重上600元水
平，升12%，报601.5元；快手升
逾9%，报90元；美团升近2%，报
285.6元；腾讯升不足1%，报499
元。多只内房股被评级机构下调信
用评级，内房股有沽压，佳兆业跌
逾4%，报1.69元；龙湖集团跌逾
2%，报34.3元，是跌幅最大蓝筹。
反观，申州国际升逾5%，报171.9
元，是升幅最大蓝筹。香港证券商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师叶尚志接受
香港中通社采访时表示，港股连涨
三天主要是市场憧憬内地政策放松
措施，现时大市走势稳中向好，出
现“炒股不炒市”的氛围；另一原
因是互联网科技股龙头股造好，带
动大市向上。（中新社）

台湾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日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0月19日公布，台湾新增6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分别为1例本土、5
例境外输入；另确诊病例中无新增
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今日新增1例
本土病例，为60多岁男性，10月16
日因出现发烧等症状，10月17日就
医并採检，检验结果阳性收治住院
（Ct值33.1，IgG、IgM均为阳性，
后续采检2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于今日确诊。卫生单位已匡列接触
者12人，其中4人列居家隔离、3人
列自主健康管理、5人列自我健康监
测，将持续进行疫调及匡列，以厘
清感染源。指挥中心说明，今日新
增5例境外输入病例，为4例男性、1
例女性，年龄介于10多岁至60多
岁，分别自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
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入境，入境
日期介于10月5日至10月17日之间，
均持有搭机前3日内检验阴性报告。
（界面新闻）

中俄签署危货国际道路运输协议
19日讯，记者19日从中国交通
运输部获悉，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小鹏与俄罗斯联邦运输部部长维
塔利·萨维利耶夫近日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与俄罗斯
联邦运输部关于危险货物国际道路
运输协议》。
该协议是两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落实2018年6月8日签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国
际道路运输协定》具体举措。协议
以《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公约》
（ADR）为基础，是中国首个同外
方缔结的关于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
输合作文件。协议的签署将有效激
活中俄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市场
活力，促进包括液化石油气、天然
气、液态氧气等货物往来，对深化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积极消除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
中俄包括危险货物在内的货物运输
畅通，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促
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
力交通运输支撑和保障。（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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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媒批石宇奇退赛是不尊重对手

曾炮轰其带伤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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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杯：

印尼队战胜中国队时隔19年再次夺冠
【美都新闻网18日讯】加达时间10月
17日，2021年汤姆斯杯在丹麦奥胡斯结
束了决赛的争夺，我国羽毛球队员以3-0
的比分，打败中国队，赢得了本届汤姆
斯杯冠军。

丹麦二台专家批石宇奇赛点退赛不尊重对手
【新浪体育19日讯】
在汤姆斯杯半决赛中，
石宇奇退赛的事引发了
普遍关注和热议，就连
丹麦当地媒体丹麦二台
也在网站上发布了专家
对此事的批评。值得一
提的是，这不是丹麦二
台首次批评石宇奇，早
在2019年他们就曾炮轰
他违反体育道德。
2020年汤姆斯杯羽
毛球团体赛因为疫情的
原因被推迟到了今年举
行，举办地点仍然是丹
麦的奥胡斯。作为卫冕
冠军，中国男队虽未派
出一单谌龙和一双李俊
慧/刘雨辰，但一众小
将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中国队也是一路杀进了
半决赛。然而在对阵
日本队的半决赛中，一
单石宇奇在对阵桃田贤
斗时，首局20-22输掉
后，第二局5-20时宣布
退赛。这一做法本身就
引起争议，而赛后，他
在采访中的言辞更是引
来一片哗然。
作为丹麦当地媒体，
由丹麦国家所有、独
立经营的商业性电视
台——丹麦电视二台
（TV2）在其官网上也
发布了丹麦羽毛球队
的人才发展经理拉尔
斯-乌尔的采访和TV2
SPORTS的羽毛球专家吉
姆-劳格森的评论。
乌尔认为石宇奇“不
让对手完成比赛是非常
糟糕的作风”，并且对
于其在赛后“20分退赛不
算输”的说法表示：“
这种行为无礼又可笑，
当然，他输了比赛，中
国人完全有权利选择弃
权，但我认为这是对对

手极大的不尊重。”
劳格森也赞同乌尔的
观点，认为石宇奇在赛
点退赛的行为“十分荒
谬”。同时，他认为，
石宇奇退赛是不想在接
下来的丹麦公开赛中与
新科奥运冠军、丹麦名
将阿塞尔森（安赛龙）
在首轮相遇。为此，他
们两人还创造了一个新
名词——说石宇奇得
了“阿萨尔森病”。据
最新消息，石宇奇已经
退出了丹麦公开赛。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
不是丹麦电视二台第一
次批评石宇奇的言行。
早在2019年9月，带伤出
战的石宇奇，在中国羽
毛球公开赛首轮中，仅
仅坚持了15分钟，就以
0-2输给了队友陆光祖。
丹麦二台当时就炮轰
石宇奇，称其行为违背
体育道德，而且对羽毛
球运动损害巨大。丹麦
二台认为，当时，石宇
奇遭遇左脚踝侧副韧带
撕裂刚刚2个月，尚未完
全恢复，但急需参赛以
争取奥运积分，如果退
赛，他和陆光祖的奥运
积分都会大受影响，而
上场比赛，根据世界羽
联的规则，哪怕是首轮
出局，石宇奇也能拿到
3000积分，同时陆光祖
也能得到3000积分。
对此，丹麦二台不
但炮轰石宇奇坚持带伤
出战“速败不退”的行
为，而且还表示已联系
世界羽联新闻主管跟进
报道此事，并希望官方
彻查，但他们却完全避
而不提规则本身的不合
理性。最终，那件事情
也不了了之了。

第一盘，男单中，金
廷（Anthony
Sinisuka
Ginting）以21-14、2116连扳两局逆转取胜，
为印尼队赢得开门红。
第二盘，男双较量
中，阿尔弗兰/阿利安托
（Fajar Alfian/Muhammad
Rian Ardianto ）以2-0击
败何济霆/周昊东，两局
比分是21-12、21-19，
印尼队总比分2-0领先。
第三盘，男单对决中，乔
纳坦（Jonatan Christie）

对阵李诗沣。中国21岁
小将首局以0-6落后开
局，之后乔纳坦以21-14
拿下首局。第二局，乔纳
坦以21-14胜出。印尼队
总比分3-0胜利，成了此
次汤姆斯杯冠军的关键。
汤姆斯杯自19年前，
由其它国家赢得后，今年
再次由我国夺回，这也成
了我国第14次赢得的汤
姆斯杯冠军。
不过，尽管我国已进
行澄清，却由于仍然遭

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处
罚，我国羽毛球组，在汤
姆斯杯胜利仪式上，无法
飘升红白旗，并以印尼全
国羽毛球协会标志取代。
此前，9月15日，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向致函印尼

反兴奋剂机构，称其不遵
守兴奋剂检测计划。 印
尼有21天的澄清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的澄清，因此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过去
的10月7日向印尼了进行
制裁信。

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点燃

李佳军传递火炬
【新华社希腊古奥林
匹亚18日讯】北京冬奥
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
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
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
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
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
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
采集仪式从当地时间
11点30分左右开始，天气
似乎也眷顾着北京，此前
已经连续多日阴雨连绵的
古奥林匹亚这一天晴空万
里。随着奥林匹克会歌在
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遗址
的上空响起，奥运五环旗
帜缓缓升起。随后，现场
依次播放了中国国歌与希
腊国歌，并分别升起两国
国旗。
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
克拉罗普卢、国际奥委会
主席托马斯·巴赫、希腊
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
普拉洛斯与北京冬奥组委
的特别代表——北京冬奥
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共同出
席了当天的采集仪式。
巴赫在现场致辞中表
示：“北京将书写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座既举
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
冬季奥运会的城市。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把中国人
民与世界联系起来，实现
让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愿景，永远改变冬季运动
历史。当中国迎接最优秀
的冬季运动员之时，全世
界将看到中国的激情。”
于再清表示，奥林匹克
火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崇
高象征。千百年来，神圣
的火种将光明、团结、友
谊、和平、正义的光芒传
递到全世界，见证了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交流互鉴
的辉煌历史，诠释了人类
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坚
定追求，照亮了人类团结
合作、战胜困难的前进道
路。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之时，奥林匹克火种又一
次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
希望，凝聚起共同战胜疫
情的磅礴力量。
“今天，奥林匹克火种
即将再次点燃，乘着北京
冬奥会的火炬，连接古老
的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

在14亿中国人民心中重燃
奥林匹克运动的激情和梦
想！”于再清说。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
洛斯在现场致辞中还别出心
裁地送上一颗“彩蛋”，用
中文念出了北京冬奥会的口
号“一起向未来”。
现场仪式的最高潮当属
最高女祭司点燃火种的瞬
间。当地时间中午12时08
分，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
腊知名女演员乔治乌向光
明之神阿波罗祈祷，并利
用凹面镜点燃了火种。
在一段舞蹈表演后，乔
治乌将燃起的火炬及象征
和平与荣耀的橄榄枝传递
给第一棒火炬手——手持
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
的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扬

尼斯·安东尼乌。安东尼
乌从体育场一路奔跑来到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的纪念碑后，将火种传
递给第二名火炬手——前
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
军。
“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
激动，现场观看奥运火种
的采集仪式，参与在古奥
林匹亚的火炬传递，作为
一名‘冰雪人’，这是一
件很神圣的事情。”李佳
军在等待第一棒火炬手到
来时对记者说。
当天的所有活动都在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进
行。19日，希腊奥委会将
在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
场把火种转交给北京冬奥
组委的代表团。

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

第12版

中医养生

体质较弱、脾胃功能差、肾虚

三类人祛湿前先补虚
祛湿是夏季养生的首要主
题，尤其今年，北方大部分地
区雨水量多，空气中水分多，
潮湿天气堪比南方地区。中医
认为，环境中湿气较重容易引
湿上身，典型表现是头晕、困
倦、乏力、腹胀、口中黏腻
等。如何祛湿？《黄帝内经》
记载：“湿之中人，必源于
虚，强壮者无虑也。”指出祛
湿得先补虚。
湖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主
任医师金劲松说，湿邪分两
种：一是内湿，二是外湿。内

湿是人体正气虚弱所致，对于
体质、脏腑功能偏弱的人群来
说，尤其是脾虚的人，本身
人体水液运转就有留滞、阻滞
等内湿症状。加上环境中的外
湿“助力”，内外交织，令身
体的湿迁延难愈、雪上加霜。
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夏季
潮湿，环境中本就湿邪盛，即
便正气内存，外湿也易入侵人
体。举个形象的例子：人体好
比一棵植物，湿气好比雨水，
当雨水太多时，植物就容易
涝死。所以，祛湿前是否得补

虚，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如何判断哪些人祛湿前先
补虚？金劲松表示，一是有湿
邪且体质较弱的人，比如老年
人和儿童；二是脾胃功能较
差的人群，表现为经常消化不
良、容易拉肚子、吃点东西就
胀气；三是肾虚的人群，平时
容易出现腰膝酸软症状，严重
者有腰膝冷痛、浮肿等问题，
男性出现遗精阳痿，女性出现
月经不调等。补虚的方法很简
单，除就医辨证开具补虚的中
药，还可通过艾灸关元穴（肚

中医妙方

医学前沿

太子参龙骨辅助治疗冠心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 于景献
随着岁月的增长，老年
人体能下降，让冠心病有了
可乘之机。冠心病属中医“
胸痹”“心痛”范畴，其病
机为胸阳不振、气虚血瘀、
脉络瘀阻、痰气互结。中医
认为，气为 血 之 帅 ， 血 为
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气
滞则血瘀，治疗上应以益
气固本为主，活血化瘀、
通络止痛为辅。另外，冠
心病多与血脂异常有关，
因此，调节血脂、降低血
液黏度也是治疗关键。这

脐下三寸）、气海穴（肚脐下
1.5寸），练易筋经导引功辅
助补虚祛湿。艾灸的具体方法
是：点燃艾条，距离两个穴位
10厘米处悬灸3~5分钟。
补虚的同时，还要根据湿
邪在人体内上中下三焦的具体
位置，针对性祛湿。当湿邪在

上焦（心、肺）时，人会出现
恶寒、身热不扬、面色淡黄、
头重如裹等症状，治疗以宣上
为主，可用藿香、佩兰等芳香
化湿的方法；当湿邪阻滞在中
焦（脾、胃、肝、胆等）时，
有周身沉重、恶心呕吐、大便
溏滞、口干不欲饮等症状，可
采用白术、苍术等苦温燥湿的
药调理脾胃，健脾燥湿；当湿
邪出现在下焦（肾、大肠、小
肠、膀胱）时，容易出现小便
不畅、大便不通，可采用车前
子、茯苓等排湿利尿的方法祛
湿。
对于湿气较重的亚健康人
群，每天早上可以喝杯生姜
水，扶助中焦脾胃阳气；平时
多吃二仁粥（薏仁和莲子）、
赤豆薏米粥、荷叶粥、茯苓粥
等食疗方。▲

里推荐一款中药煎剂。
取太子参、龙骨各15
克，茯苓、石菖蒲、远志、
丹参、麦冬、川穹、延胡
索各10克，桂枝8克，灸甘
草5克，五味子6克。用水煎
服，每日一剂，日服两次。
太子参有较好的滋补
效果，还能帮助缓解气阴
不足以及病后虚弱，可辅
助治疗冠心病。龙骨有镇
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
固涩，可提高心功能、降
血脂的功效。茯苓性平，

味甘淡，归心、肺、脾、
肾经，既可祛邪，又可
扶正，利水而不伤正气，
适用于心阳不足、调养不
当，也可补益心脾、宁心
安神。石菖蒲辛苦温，有
益心智、安心神的作用，
可治疗老年动脉硬化、
脑梗死、记忆力减退，特
别对冠心病有改善和治疗
作用。五味子擅长敛肺滋
肾，可促进机体代谢，作
为辅药与其他药物同服有
补肾宁心的功效。▲

跑步听音乐，缓解精神疲劳
经常听音乐，身心
更健康。美国《人类运
动与锻炼杂志》刊登英
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励志音乐能够帮助跑步
者有效克服精神疲劳。
英国爱丁堡大学研
究小组通过两项测试分
析了音乐对健身爱好者
跑步表现的具体影响。
两组参试者在完成高强
度运动前完成一项 30
分钟的电脑认知测试，
使其处于精神疲劳状

态。之后参试者被分为
两组，一组自选励志音
乐，另一组不听音乐。
研究小组还通过一份测
试前问卷帮助参与者选
择激励音乐，要求他们
对音乐的节奏、风格、
旋律、声音和节拍进行
评分。运动过程中，研
究人员测量了参试者的
心率和多个点的自感疲
劳程度 。研究人员通
过对比分析发现，与跑
步不听音乐的参试者相

比，跑步听励志音乐的
参试者间歇跑的能力明
显增强，参加计时赛的
成绩也更好。这些音乐
包括说唱和嘻哈等不同
类型的自选音乐。
研究人员表示，研
究首次探讨精神疲劳
状态下听音乐对耐力
跑和运动成绩的具体
影响。结果表明，跑
步听音乐有益赶走疲
劳，进而提升运动表
现。▲（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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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肩坐在树上，齐夏天一开
始还半闭着眼睛，后来在莫颐
晙的挑唆下，慢慢放胆的张开
眼睛，瞬间，目光所及的景色教她不由
得发出赞叹。
“很棒对不对？是不是很庆幸你爬上来
了？”他得意的问她。
“如果我手上有笔和纸，可以将这一幕
景色留下来就更好了。”
“你会画画……对呴，你学设计的，当

两

小说天地

然会画画。”他倏地想到一个好主
意，拍手道：“我去买纸和笔，你
就在这里作画吧。”
“不用了。”
“你不是想将这一幕景色留下来
吗？”
“我还不习惯这样的高度。”站在
高处画画，她就想到米开朗基罗
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巨型天顶
画――“创世纪”，那真的不是常
人可以办到的事。
“我会在身边守护你。”
这个男人真的很懂得如何讨她欢
心，不过，她还是拒绝了。“你在我旁
边，我根本没办法专心作画。”
两眼一亮，莫颐晙笑得好像得到糖果的
小孩子。“意思是说，我会影响你？”
“不管是谁，有人在旁边盯着，我怎么
可能专心作画？”
他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不是因为我
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她窃笑。绝对不能告诉

CERITA BERSAMBUNG

他，她不会跟其他的人坐在这里。
虽然这会儿她不敢往下观看，只敢眺望
远方，可是若非他在身边，她的心情不
会如此轻松，也就无法享受眼前的心旷
神怡。
瞪着她好一会儿，他表情无比的哀
怨。“你这个女人真狠心！”
瞧他的模样，齐夏天忍不住噗哧一
笑。“你身体里面果然住了一个小孩
子。”
“我身体里面住了一个小孩子？”
“不明白吗？意思是说，你童心未
泯。”
闻言，莫颐晙的眼神突然变得很温
柔。“你会不会常常想念小时候的时
光？那时父母对孩子的期许不大，顶多
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季节更替的时候
不用上医院报到。”
“我倒不会为了这种事想念小时候，人
生每个阶段或多或少得生活在别人的期
待中，只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就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

一样的眼睛；不同的看
法。
一样的耳朵；不同的听
法。
生活中，我们不能让每个
人都喜欢我们。
只要我们是以真诚待人。
就是交友之道。

平澜也不急，按
着她的指示抻
面，待硬硬的面
团被压成半圆状，她终于
叫他暂停退到一旁，由她
做接下来的工作。
赵平澜看着张水薇做刀削
面，见她目光认真而专
注，唇角不由得上扬，无
论做什么，她就是这么
一心一意，而这样的她很
美，说不出的动人！
刀削面好了，赵平澜和张
水薇各分得一碗，不过是
一大一小，两人在厨房找
了地方坐下，吃着白白的
面片，喝着香浓的鸡汤。
“这刀削面不似一般软软
的面条，吃起来特别有劲
道。”
“这是师傅最爱吃的
面。”一想到花样百出的
华神医，张水薇笑得特别
开心。“师傅也是个嘴馋
的，常常在吃食上有一些
奇特的想法，不过，她从
来不动手，只会在一旁
指使我们，有时候没有人
听得懂她说什么，她会气
得跳脚，还好伊冬在这方
面跟她合得来，领悟力又
强，总是可以将她想要的
吃食做出来。”

赵

听到华神医的事迹，赵
平澜不再觉得稀奇了，
总之，就是一个很奇特的
人，但他对张水薇更好
奇。
“你为何想习医？”他一
直阻止自己打探她，如同
她所言，想说就会说，不
想说就不会说，何必问
呢？
再说了，终究要离开，还
是别知道太多了，可是不
经意间，他就知道了许许
多多，且是很隐私的事，
这宛如在他的心开启了
一道欲望的门，抗拒不了
那股想知道更多更深的念
头。
自从他以她的“护卫”自
居，他还是第一次不用“
小姐”在他们之间划分界
线。
念头一转，张水薇倒也没
追究他为何有此转变。“
一开始只是想转移心思，
学到后来渐渐生出乐趣，
又见到师傅可以用医术帮
人，觉得很有意义，就一
头钻进去了。不过，比起
用医术救人，我更喜欢当
仵作。”
“人人都怕见到死人，你
倒是不怕。”虽然她说过

叹了一口气，道：”正如你们
昨天晚上所说，要使你们变得
和勃拉克一样，全身透明，那
倒还容易，只要找得到那神秘物体就行
了。”
王彦怪声叫了起来，道：”不……不……

我

活着的人比死人更可怕，
可是陪她去验尸的时候，
见到那些冰冷丑陋的尸
体，他还是免不了毛骨悚
然。
“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死人最实在了，能说的，
一定会透过尸体来说。”
赵平澜闻言笑了。“这么
可怕的事经你一说，倒变
得很有意思了。”
一顿，张水薇忍不住反问
他，“你不觉得我很可怕
吗？”
“你见过笑着对活人抽鞭
子的人吗？”
这是他第一次提及过去遭
遇。张水薇摇了摇头。
“那种以凌虐人为乐的才
是真正可怕。”
她应该就此打住，可是却
忍不住想知道。“你会作
噩梦吗？”
“不会。”他想复仇的执
念已经超过那段日子的绝
望。
“我不如你，偶尔还是会
从过去的噩梦中惊醒过
来，不是放不下，而是记
忆太深刻。”略一思忖，
赵平澜安慰道：“相信
我，秦夫人的死不会是结
束。”
张水薇两眼一亮。“你知
道什么吗？”
“没有，只是秦家毕竟是
应州城最大商贾，大有人
想取而代之，他们时时盯
着秦家，不会没注意到秦
夫人的案子，不过，因
为几位妓人牵扯到不少权
贵，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可是一旦其中一方势力出
现变化，必然有人抢着落
井下石，秦夫人的案子肯
定会再掀出来。”

(44)

那滋味好受么？只要你身
穿一点衣服，只要你手上
拿着一点东西，任何人都
会立即尖叫起来了，就算
人家看不见我们，我们赤
身露体地对着人，那滋味
也绝不会好受……”
我听到这里，忽然想大
声笑了！
王彦这时在说的话，和
杰克中校对勃克拉讲的
差不多，听来都是十分
滑稽的。
勃拉克或者不在乎永远
赤身露体，但是他是神
枪手，他的使人可怕之
处，全在于他那百发百中
的枪法，和他那天才创造的武器。
可是如今，他怎样使用那些武器呢？他
甚至不能携带武器，你能想像，有一柄
手枪悬空荡着，荡上飞机，会发生甚么
后果么？

青青早已看出孟、袁二人，不信
服自己父女及葛龙骧，闻言笑
道：“孟镖头，你外号既叫大力
金刚，力气当然甚大，何不把这铁木鱼
替他搬开，和尚来时，不管有多扎手，
我全替你打发如何？”
大力金刚孟武生性颇暴，膂力也委实不
弱，听柏青青说完，一声不响，翻身下
马走到铁木鱼近前，蹲身猛运功劲。
哪知凭他用足力量，仅能把那铁木鱼掀
起半边，要想整个端起，哪里能够？
不由羞了个面红耳赤，又不好意思放
手，就这刹那之间，额上已见汗珠。
葛龙骧知他难以下台，催马上前，向孟
武笑道：“孟缥头，这东西就算搬在路
边，仍是惹厌，我来帮你把它丢得远
点。”说罢，马鞭一挥，恰好缠住铁木
鱼一端。
随手一抖一甩，那么重的铁木鱼，便如
弹丸一般，飞出八九尺远，“轰通”一
声，坠入路畔草中。
连大力金刚孟武的身形，还被葛龙骧这
一甩余力带得向前踉跄了几步，才得站
稳。
这一来，袁、孟二人才由不得死心塌地
信服人家，果然身怀绝艺。
铁掌神刀辛子寿，在马上呵呵笑道：“
孟缥头，你这该信我……”
话音未了，林间传出一声极为洪亮悠长
的：“阿……弥……陀……佛……”众
人夹眼看去，从林中慢慢走出一个矮瘦
僧人，一见铁木鱼被人甩至路旁，面色
微变，双睛炯炯，向众人电扫一遍，对
辛子寿沉声道：“辛子寿！何人斗胆，
动佛爷铁木鱼法器！”
老镖头涵养再好，也受不了他这种倨傲
神色。何况身畔还有极硬靠山，遂也一
声冷笑，方待答言，左侧林中，突然
又传出一阵银铃似的语音说道：“老伯
伯，你要肯送十两银子给我娘治病，这
个坏和尚我替你打跑好么？”
人随声出，竞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衣少
女，手中握着一支似钩非钩、似剑非剑

柏

那么，全身皆隐，对于勃拉克来说，不
是甚么好事，反倒是严重地妨碍他的杀
人活动的事了！
当然我相信以勃拉克的聪明，仍然是可
以想出办法来的，他可以戴上手套，穿
上衣服，头部则套上了连假发，连头脸
和头颈部分的假面具，但是我总不相信
当他对着镜子自照时，发现镜子中没有
甚么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感到高兴。
设想了好一会，才道：”你们不要性
急，我当然要尽量为你们设法，你们在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也绝不告
诉他人，我可以为你们送必需品和食物
来，你们不妨就暂时在这里，让人们当
作你们已经神秘失踪好了。”
王彦呻吟了一声，道：”我们要等到几
时呢？”
我叹了一口气，因为王彦的问题，是没
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我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忽然燕芬
道：”卫先生，我倒有点头绪了。”
我停了下来，道：”你有甚么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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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真豁达。”
“我不是豁达，只是很清楚一件事……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别人有意见又如
何，难道我的人生可以变成别人的人生
吗？”
是啊，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别人瞧不
顺眼又如何呢？虽然他率性的跟父母对
抗，可是为人子女，怎可能不想得到父
母的认同？
因此他不断累积财富，以为他的成就可
以换来父母的肯定，却是白费功夫。对
父母来说，家族的名声更重于财富。想
想，他真是傻，其实他一直都是为了讨
好他们而努力，却忘了这是他自己的人
生。
“不过我倒是很想念小时候皮肤粉嫩白
皙，根本不用花钱买保养品。”
他顿了下，随即爽朗的放声大笑，从心
底发出来的笑意让整个身体为之震动，
教人看了心惊，她连忙伸手抓住他。
“你不要晃来晃去，不小心可是会摔下
去的。”
(35)
的奇形兵刃。
葛龙骧见这少女竟似比谷飞英还要年
轻，虽不如柏青青那样美绝天人，却也
颇为清秀。
自己方才甩那铁木鱼时，已然试出虽无
千斤，也足有七八百斤以上。由此推
测，凶僧铁鱼罗汉终年背负此物，身材
必然高大，但现身之时却得其反。
葛龙骧何等行家，知道凶僧瘦矮，而长
年用那极重之物，内家气功必然不弱，
不由替那少女担心。
刚要回头请命，由自己出战，却见龙门
医隐目注少女手上奇形兵刃，似有所
思，遂未出口，暂观其变。
那铁鱼凶僧，在西陲纵横多年康遇敌
手，气焰极高，今天不但铁木鱼被人甩
开，辛子寿并还丝毫未露怯意。
又从林中出来这样一个年轻少女，言语
之中，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看在眼内，不
由愤怒已极。但凶僧也颇识货，看眼前
诸人，个个神色沉稳，知道今天有异寻
常，可能遇上劲敌。
遂把刚才因愤怒浮散的真气，重新暗暗
凝炼调匀不理青衣少女，仍对辛于寿，
冷说道：“辛子寿？你昔年是佛爷掌
下游魂，今日有何人撑腰，竟敢如此放
肆！佛爷法驾素无空回，还不快将那盒
红货献上，赶快逃命！难道就仗着这乳
臭未干的小丫……”
凶僧嘴里小丫头的“头”宇还未出口，
青衣少女的剑光打闪，已到临头，口中
娇叱一声：
“休得无礼，贼秃看剑！”
铁鱼凶僧名下无虚，果然功力不弱，眼
看青衣少女那支带钩长剑临头，不但不
退，反而欺身进步。左掌一拂剑背，右
掌“野渡横舟”，照着青衣少女腰腹之
间，一掌砍去。
青衣少女这种凌空下击，本是武家大
忌。因为身在空中，转折变化终较不
便，故除练就七禽身法，或确知功力胜
过对方之外，全身切忌凌空。
此时青衣少女就是吃了低估敌人之亏，
一剑刺空，兵刃又被凶僧左掌领至门
外，这拦腰一掌，本甚难躲，幸而她轻
功极妙，顺着凶僧那一拂之势，“巧燕
翻云”，连身疾滚，算是恰好躲过。但
凶僧指风余劲，仍然扫得后腰，隐隐作
疼，落地之后，不由两朵红云，飞上双
颊。
银牙一挫，奇形长剑振处，剑花错落，
柔身再进。铁鱼凶僧也想不到这青衣少
女身法这妙，居然躲过自己这一招“野
渡横舟”，见她不知好歹，挺剑进扑，
不由哈哈一笑，挥掌接战。
葛龙骧细看青衣少女所用剑法，似是“
查家钩”法与“奇门剑”法揉合而成，
虽颇纯熟，但显然尚非铁鱼凶僧之敌，
正想设法接应，龙门医隐也已想起青
衣少女来历突然高声喝道：“双方住
手！”

(86)
燕芬道：”黄铜箱子，和箱子内的神秘
物体，都是印加帝国的遗物，那种神秘
物体还解释了印加帝国的人民，忽然全
部失踪的谜，但是，为甚么这些东西，
会在埃及被发现呢？”
我苦笑了一下，道：”我一点概念也没
有，因为我根本不能想像这件事。”
燕芬道：”我想了很多时候，毫无疑
问，那只黄铜箱子，是在印加帝国的首
脑监视之下铸成的。历史上并没有印加
帝国和埃及有往来的记载，但是当时，
一定有人，带来了那只黄铜箱子，到处
飘流，希望寻求解救的方法……”
我有些听不明白，但燕芬的声调，却越
来越是兴奋，道：”当然，带了黄铜箱
子四处飘流的人，是奉命出发的，他的
任务，便是寻求解救之法，来挽救印
加帝国的全体人民，他……终于到了埃
及。”
我不得不承认燕芬的推断，极有理由，
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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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育女

吃出健康

认知水平有限 自我意识增强 试探规则底线 荷叶解暑热 莲子补脾胃 莲藕安心神

天热多吃荷塘三宝

孩子爱顶嘴，先修复亲子关系
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游戏式教养亲子系统课程特聘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李 艳

“快点写作业吧，很
晚了！”“我不觉得晚，
还早着呢。”“你的房
间太乱了，能不能收拾
一下？”“我就喜欢这
样。”“这次怎么考得不
太理想啊？”“我乐意，
你管不着！”……
这些对话很多家长是不
是感觉熟悉，经常在生活
中上演？某网络平台曾做
过一项调查，让父母选择
最讨厌孩子的一种行为，
其中75%的人选择了顶
嘴。
一般来说，孩子顶嘴可
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
孩子与成人的认知水平不
同。比如，孩子进门不脱
鞋就爬沙发上，弄得地
板、沙发脏兮兮，有时仅
仅是由于孩子小，认知水
平有限，他们不懂“脏”
的意义，想不到事后需
要父母清洗。2.孩子自
我意识逐步增强。随着孩
子成长，自我意识逐步增
强，孩子在顶嘴时感受
到“我和父母是不同的，
我是独立的”，所以顶嘴
一定程度上也是孩子发展
的表现。3.表达攻击。
孩子感受到语言的威力，

意识到自己在力量上无法
战胜父母，但可以用顶嘴
表达自己的攻击力量。如
果家庭的养育风格为权威
型，父母总使用暴力和控
制迫使孩子做事，那孩子
更可能顶嘴、与父母针锋
相对。4.模仿。孩子喜
欢模仿，如果看到父母总
与长辈顶嘴，他们潜移默
化也就学会了这种相处方
式。5.试探界限。比如，
公交车上孩子往窗外探
头。妈妈说：“这么做太
危险了。”孩子却答：“
一点儿也不危险。”妈妈
接着说：“别的车从旁边
蹭到会伤到你。”孩子
回应：“根本不会有车
蹭到，你太烦人了。”其
实，孩子这是在用顶嘴试
探妈妈是否要坚守界限，
让自己遵守规则不把头探
出窗外。
理解了孩子为什么会顶
嘴，就能采取有针对性的
应对方式，但需要双方一
起努力：
1.处理好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父母
的话再有道理孩子也很难
听进去。如果亲子关系紧
张，积极修复是第一步要

做的。
2.反思。比如，一个2岁
半的孩子偷拿了别人的东
西，妈妈问：“你为什么
要偷东西？”孩子说：“
我没偷。”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看到
喜欢的东西就拿，他们不
知道这是偷，也无法自发
理解被偷的人会伤心、愤
怒。如果妈妈不了解，一
味批评其犟嘴、说谎不
认错，那孩子可能觉得自
己不被理解、被诬陷，以
后有事情就不敢和妈妈
说了。所以，当孩子顶嘴
时，要做的是尝试理解孩
子的感受，给他提供情绪
宣泄的出口。当孩子感觉
自己被理解时，再与他一
起讨论解决办法。
3.温柔坚定守界限。如
果意识 到 孩 子 顶 嘴 是 挑 战
底线时，要做到温柔坚定
地坚持界限，不因孩子的
顶嘴暴怒，否则孩子依然
不知道界限在哪，规则是
什么，只是因为害怕父母
而 勉 强 服 从 。 也 不 能因为
孩子顶嘴就放弃界限，那样
他会一味希望别人满足自
己，很难发展良好的人际关
系，还会不断违反规则。▲

中医养生

“三伏贴”敷后起泡，说明起效了

不要挠破 自然吸收 穿刺抽液

北京读者王先生问：
我最近调理身体，贴了
三伏贴，但发现敷贴后
有起水泡的现象，想问
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
治疗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推拿疼痛科护师
高冰涛、主任医师刘长
信解答：三伏贴贴敷后
起水泡是因为运用了发
泡疗法。简单来说，就
是局部温性的药物刺激
皮肤引起的，通过温热
性药物敷贴在穴位上，
使穴位出现红晕、皮肤
发泡、产生灸疮，从而
达到散寒除湿、温补阳
气的作用。所以，一些
皮肤比较敏感的人贴药
后皮肤有发热感和灼痛

感，甚至出现水泡，这
是正常药物反应，说明
药物已渗入穴位经络，
达到了好的治疗效果。
发泡疗法历史悠久，
临床应用广泛，早在
战国时期《五十二病
经》载：“斑蝥，主恶
疮，以其末和醋，涂布
于疮疽上，少倾发泡脓
出，旋即揭去。”《普
济方》中也记载，“目
赤肿痛，红眼起星，生
移星草，捣烂如泥，涂
内关穴，少顷发泡，揭
去，后病除。”以后，
经过历代医家临床实
践，发泡疗法不断得到
应用。至晚清时代吴
师机《理论骈文》载有
膏、丹、丸、散等多种

发泡剂型。医生会根据
患者情况，合理运用
适当药物，不必过于担
心。贴敷后如果发泡怎
么处理?
1.不要挠破。水泡破
裂后外部环境很容易感
染，保护好创面，不要
抓挠，避免破损。
2.小水泡使其愈合。
水泡内水量少，不疼不
痒的水泡，可等待其自
然吸收。水量少但水泡
周围皮肤痒痛明显的患
者，可涂烧伤膏减轻疼
痛，加快恢复速度。
3.大水泡穿刺抽液或
湿敷。如果水泡很大且
有破裂风险，可用碘伏
在水泡及其周边消毒，
然后用无菌注射器戳开
水泡，把里面的水抽出
来。外皮不建议弄破，
因为外皮可起到防止细
菌入侵的作用，可涂烧
伤膏保护创面。如果不
愿意刺破，可用硫酸镁
湿敷缩小水泡。如果水
泡不小心破裂，应消毒
后晾干或用透气轻薄的
纱布盖上。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
水泡化脓感染或皮肤严
重过敏，应立即就医处
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营养师 魏 帼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构成这美丽景色的，便是盛
夏养生的荷塘三宝——荷
叶、莲子和莲藕。
荷叶。荷叶是常见
的中药材，味苦性
平，可以清热解暑，
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因
感受暑邪导致的发
热、头胀胸闷、
口渴、腹泻等
症状。新鲜荷
叶可以用来制
作美食，比如
荷叶蒸饭、荷叶
蒸排骨等。如果嫌麻 烦 ， 也 可 以 用
荷叶和大米一同煮粥。具体做法：大米
100克，鲜荷叶30克或干荷叶10克，枸杞
10粒。荷叶洗净，浸泡30分钟，剪碎后
放入已大火烧开的米水中，再改小火慢
慢熬煮，待大米黏稠后起锅。喜欢甜味
的，喝时可加少量蜂蜜。荷叶还可以和
绿茶、茉莉花茶等一起泡茶，方法也很
简单：将荷叶剪碎，放入水中，用小火
煮至水开后关火，再放入绿茶和茉莉花
茶浸泡一会儿即可饮用。
莲子。炎炎夏日，人的肠胃比较虚
弱，容易腹泻，莲子能够补脾益胃，特
别适合夏季食用。从营养角度来说，莲
子虽然被归为坚果，但它是富含淀粉的
植物种子，基本营养素含量和杂粮非常
接近。其中淀粉含量高达70%以上，蛋
白质含量为12%左右，含有多种B族维生

素，和稻米、小麦
并无很大差别。
所以，在安排膳
食的时候，要把
莲子算在粮食
当中，每天最
好控制在一把
以内。莲子可
以和杂粮一起熬
粥，也可以和肉类
一起煲汤。莲子心
味道有点苦，因为其中
含有莲心碱、异莲心碱、甲
基莲心碱、荷叶碱等活性物
质，同时还含有金丝桃甙、
芸
香甙等黄酮类物质，能清心去热、
消暑除烦，缓解心情烦闷，因此最好不
要去掉。
莲藕。传统医学认为，莲藕具有健
脾开胃、养心安神、补血益气的功效，
是夏季良好的消暑清热食物。从营养
的角度来说，莲藕有下面几个优势：富
含膳食纤维，有助促进大便通畅、预
防便秘；维生素C含量较高，达到19毫
克/100克，可以帮助机体抗氧化、提高
免疫力；矿物质较多，其中含量最高的
是钾，为293毫克/100克，高于香蕉、
芹菜，是食物中的含钾大户，有助控
制血压。莲藕生食、熟食均可，生食肉
质脆嫩，熟食香酥甘甜。推荐用莲藕煲
汤，比如莲藕排骨汤、绿豆莲藕汤等。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吃了莲藕就要减
少主食摄入量，以免升高血糖。▲

生活起居

毛囊数量决定发量 生活健康促进生长

剃光头养发只是假象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 杨淑霞
本报记者 严立新
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给
孩子“剃胎毛”的习俗，
也就是在婴儿满月时剃光
头，希望孩子将来的头发
越长越浓密。这一习俗以
及“长发消耗营养”的想
法导致很多人相信剃光头
能养发，更有人在“实
践”后表示，新长出来的
头发真的又黑又粗。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
科主任医师杨淑霞告诉记
者，这些都是假象。
杨淑霞说，头发是由死
亡细胞堆积而成的纤维，
没有任何活性，不会消耗
营养。每个人头皮上的毛
囊数量是固定的，修剪头
发对毛囊不会产生任何影
响。剃光头后为何会感觉
头发变粗、变茂密了呢？
杨淑霞解释，其原因可能
有以下3点：
毛发生长有时间点。
有些人认为自己小时候
刮过体毛，所以现在毛
发浓密，但并没有意识到
他刮体毛的时间节点。比
如刚进入青春期时，很多

部位的汗毛在雄激素作用
下逐渐变黑、变粗，即使
不刮，也会由于内环境的
改变而发生变化。就像无
论剃不剃胎毛，出生后几
个月乃至1~2年，孩子的
头发都会发生变化，但有
人剃过后发现了头发的变
化，就误以为是剃发导致
的。
发茬变短。无论头发
纤维的直径多粗，如果变
长的话，相对来说会显得
比较细软。可以想象一下
吊桥上的钢缆，直径非常
粗，但从远处看去，钢缆
是弯曲的，似乎又细又
软，如果只截取其中一小
段，就会发现它其实很难
弯曲，感觉上就变得又粗
又硬。因此，剃光头并不
能改变头发本身的直径，
只是刚长出来的短发茬显
得比较粗硬，变长后仍然
和以前一样。
头发的休止期结束。
与人需要休息一样，毛囊
也有休止期，几乎所有人
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其中

以产后脱发表现最明显。
除生理性休止期脱发外，
很多平时压力大、经常熬
夜、饮食不规律、体重下
降太快的人觉得自己头发
突然变少，其实也是属于
休止期脱发，而剃光头或
把头发剪短后，感觉头发
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原本
处于休止期的毛囊恢复了
活性，重新长出了毛发。
因此，剃光头并没有养
发的效果。杨淑霞表示，
除休止期脱发外，生活中
常见的脱发原因还有雄激
素性脱发（即脂溢性脱
发）和斑秃。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
类型的脱发都可以预防，
比如雄激素性脱发基本为
遗传导致，但我们尽量
保证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脱发
发生。1.保证健康的作
息；2.保持心情愉悦；3.
每日营养均衡；4.坚持
适度锻炼；5.避免使用
易引起体内免疫紊乱的药
物。▲

医学前沿

男性压力大，更具攻击性
美国杜克大学近日研
究发现，男性压力过大
可能错误地理解他人的
意见，并更具攻击性。
研究共纳入586名年
龄在18~56岁之间的男
性，受试者回答了基于
体育、汽车、机械和家
庭维修等男性特有的“
性别知识”。
测试后，研究人员随
机告诉他们分数，同时
详细说明其分数是高于
还是低于男性平均值。
随后，受试者参与填字

游戏，并完成一系列句
子片段。结果发现，有
些低于平均分的男性在
选择字母时，表现出了
咄咄逼人的想法，如给
那些表现脆弱的男性提
供一个“ha”这样的首
字母时，他们会写出“
恨”(hate)这个单词，
而不是耳熟能详的“
快乐”(happy)。研究
团队总结发现，18~29
岁的年轻男性是攻击
性最强的群体;30~37
岁的男性表现出轻微攻

击性;38岁以上男性相
对温和;那些认为自己
的“男人味”是与生俱
来的，不需要靠“性别
知识”做支撑的男性不
会受分数影响。
研究人员称，由于社
会压力和想要获得认可
的期望，内心较脆弱的
男性更想证明自己“像
个男人”。研究人员对
女性进行相同研究时发
现，女性没有类似的攻
击性反应。▲
(胡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