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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2023年6月能启动运营

佐科威总统昨视察雅万高铁项目工程进展
【安达拉通讯社】佐科威总统周一（1月17
日）在西爪哇省普沃加达县（Purwakarta）视
察雅万高铁项目(KCJB)第二号隧道工程时表
示，雅万高铁项目建设进度已达79.9%，有
望2023年6月能实现运营。
“到目前为止，雅加
达-万隆高铁项目建设已
经完成了79.9%，希望
2022年底之前进行测试，
然后2023年6月能够实现
运营，”总统在视察雅万
高铁普沃加达第二隧道时
这样说。
陪同总统视察雅万高
铁项目建设进展的有海
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
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内
阁秘书帕拉摩诺·阿侬
（Pramono Anung）、
西爪哇省长利德宛·卡
米尔(Ridwan Kamil)、
印尼火车公司KAI董事长
DidiekHartantyo、印中高铁
公司(PT. KCIC) 董事总经
理Dwiyana Slamet Riyadi

和及部分中印尼两国参建
企业现场负责人。
此次视察的2号隧道全长
1052m，为单洞双线隧道，
最大埋深53.6m，地质条件
十分复杂，是雅万高铁的
重难点工程之一。目前，
该隧道累计开挖740.8m，
剩余311.2m，累计完成
70.4%。
总统听取各方汇报后表
示，雅万高铁建设总体进
展顺利，希望建设各方努
力克服复杂地质、疫情等
困难，共同努力，再接再
厉，高质量推进雅万高铁
建设，在今年11月份G20
期间向外界展示雅万高铁
建设成果，体现印中两国
政府的良好合作。
“在施工上，特别是第

KCIC称雅万高铁建
设成本预算增加至
19 亿美元或折合约
26.7 万亿盾
2 号隧道，的确我们必须解
决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
是复杂地质等困难，导致
工程进展有所缓慢，因此
我们必须解决技术上，包
括当地土壤地质问题，我
们必须小心谨慎处理，“
总统在现场这样说。
“希望随着雅万高铁的
建成，将减少雅加达和万
隆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加
快人员和货物流动，并将
提升我国的竞争优势。”
总统补充道。
援引KCIC网站的消息
称，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雅万
高铁全长142.3公里，由哈
林、加拉旺、佰家拉冷、
特加鲁尔四个车站。建成
通车后雅加达至万隆的车

我国贸易平衡全年业绩亮丽

佐科威总统周一（1月17日）由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内阁秘书帕拉摩诺·
阿侬、西爪哇省长利德宛·卡米尔和印中高铁公司(PT. KCIC) 董事总经理Dwiyana Slamet
Riyadi及有关单位官员陪同在西爪哇普沃加达县视察雅万高铁项目 (KCJB)第二隧道工程。
程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
短至40分钟。不仅将有效
缓解两城市间交通压力，
为当地民众创造方便、快

捷、舒适的出行条件，而
且将优化当地投资环境，
带动沿线商业开发和旅游
产业发展，形成高铁经济

走廊。KCIC称雅万高铁建
设成本预算增加至19亿美
元或折合约26.7万亿盾。
（v）

央行报告称2022年1月份第二周

2021年12月对外贸易顺差10.2亿美元 外国资本流入国内金融市场达8.65兆盾
【点滴网雅加达讯】
2021年12月的出口业绩仍
然好于进口。这意味着我
国的贸易平衡再次出现顺
差。
中央统计局(BPS)记
载，尽管低于上个月，但
2021年12月的出口仍按年
增长。
周一，中央统计局局
长马尔戈.尤沃诺(Margo
Yu wono)在新闻发布会上
称，“2021年12月的出口
额达223.8亿美元。若与11
月相比的话则下降2.04%。
然而，相比2020年12月的
出口仍增长35.30%。”
至于进口，马尔戈
说，2021年12月达213.6
亿美元，相比2021年11月

中央统计局局长马尔戈.尤沃诺
增长10.51%。
2021年12月的进口，若
与2020年的进口额相比的
话则有所增长47.93%。
其油气增长127.95%，非
油气38.78%。
马尔戈说，“如此一

来，2021年12月再次出现
顺差10.2亿美元。这是因
为12月的出口为223.8亿
美元，而其进口213.6亿
美元。以致顺差10.2亿美
元。”
以下是2021年我国贸易
平衡数据：
1月顺差20亿美元；2
月顺差20.1亿美元；3月
顺差15.7亿美元；4月顺
差21.9亿美元； 5月顺
差23.6亿美元；6月顺差
12.3亿美元；7月顺差25.9
亿美元；8月顺差47.4亿
美元；9月顺差43.7亿美
元。10月顺差43.0亿美
元；11月顺差35.1亿美
元；12月顺差10.2亿美
元。(xin)

2021年11月我国外债4164亿美元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报告称，在最近一周内外
国资本流入国内金融市场
达8.65兆盾。
央行通讯部门执行主
任艾汶.哈利约诺(Erwin
Haryono)称，在国家有价
证券(SABN)市场的净购
买为6.22兆盾和股票市场
2.43兆盾。
他在上周末的书面说明
中说，“根据2022年初至
1月13日的结算数据，非
居民在国家有价证券市
场的净购买为0.05兆盾
和在股票市场达3.14兆
盾。”
虽然有外国资本的流
入，在我国的投资风险溢
价却反而有所上升，这反
映在报告期内信用违约掉
期(CDS)溢价的增加。
截至2022年1月13日，5
年期的我国信用违约掉期
溢价从2022年1月7日的
76.97个基点(bps)升至

央行货币管理部主任哈利雅迪
80.59个基点的水平。
与此同时，10年期的国
家有价证券收益率在2022
年1月13日的交易开始下
降至6.39%的水平。而同
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下
降至1.7%。
央行货币管理部主任哈
利雅迪(Hariyadi Ramelan)
称，央行致力于在其速度
快于最初预期的美国缩减
购债计划和基准利率上升
的挑战中，保持国内金融

市场的稳定。
央行将通过对现货市
场，国内无本金交割远期
(DNDF)以及在二级市场
购买国家有价证券的三重
干预来维持盾币汇率的稳
定。
他说，“根据法律授
权，央行继续维持盾币汇
率的稳定，使其保持在基
本区间内，并始终确保供
需平衡，俾使符合市场机
制。”(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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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1月17日）
累计确诊 :4,272,421 例
疑似患者 ： 3,069 例
新增病例 :
772 例
累计死亡 : 144,174 例
累计治愈 :4,119,472 例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
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记载，2021年11月我国外
债录得为4164亿美元，或
大约5954兆盾(假设汇率
每美元兑1万4300盾)。这
个数字比2020年11月增长
0.1%。
虽然增长0.1%，然而该
数字比上个月(10月份)的外
债4223亿美元下降2.2%。
若与月度相比，外债
头寸从4223亿美元有所减
少。上述发展是由于公共
部门的外债（政府和中央
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外债
头寸下降所致。
该政府外债也低于上个
月。2021年11月政府外债
头寸为2022亿美元，低于
上个月的2049亿美元。这
导致政府的外债在2021年
10月增长2.5%(同比)之后
收缩0.7%(同比)。
政府外债的下降主要是
由于国家有价证券(SBN)
市场的外国资本流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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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3912909 (Hunting)

符合全球情绪，在美国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会议后再次推动美国债券
收益率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2021年11
月，政府从一家多边机构
签署了一笔贷款，用于支
持为新冠肺炎(Covid-19)
处理计划提供资金，其中
一项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亚投行/AIIB)，
通过我国对 Covid-19应
急响应的额外融资计划获
得的。
2021年11月的外债提
取仍旨在支持政府优先支
出，包括应对 Covid-19
和国民经济复苏(PEN)计划
的努力。
周一，央行通讯部主任
艾尔汶.哈利约诺(Erwin
Haryono)在官方声明中
称，“政府致力于维护
公信力，及时履行债务
偿付本金利息义务，审
慎，诚信和负责地管理债
务。”(xin)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72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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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
日至1月17日，过去24
小时，印尼国内单日新
增病例772例，雅京特区
仍成为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最高的地区。截至1月
17日，全国累计病例为
4,272,421例。过去24
小时，单日新增死亡病
例4例，累计死亡病人数
144,174例；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598例，全国累计
治愈患者达4,119,472
例。截至1月17日，现
有治疗中活跃病例为
8,775例，病毒检测样本
269,513人，单日病毒检
测阳性率为0.29%，全国
疑似患者为3,069人。
过去24小时，雅京特
区新增病例493例，其次
西爪哇省新增89例，接
着万丹省新增89例，廖内
群岛新增22例，东爪哇省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周一（1月17日），卫生工作者准备一剂新冠疫苗加强
剂（Booster）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将在
中爪哇省三宝垄市的一家购物中心向当地居民注射。
三宝垄市政府目标是每天为多达5,000名接受者进行加
强疫苗接种或第三剂疫苗接种，这些接种者分布在三宝
垄市的37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多家医院和几个地点，
以支持政府加速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
新增14例，巴厘岛新增病
例14例，日惹特区新增9
例，西努省（NTB）新增
8例，东努省（NTT）新增
7例，中爪哇省新增5例，
巴布亚新增5例，苏北省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新增4例，东加省新增4
例，北苏省新增3例，中
苏省新增2例，廖内省新
增1例，西加省新增1例，
中加省新增1例，北马露
姑省新增1例。（v）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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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应对奥密克戎病例激增准备
谨防病毒变异体酿成新灾难
面对尚未显示任何即将结束迹象的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我们无法放松。来自世界各地
的数据显示，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例的增加
趋势，表明其传播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1月16日星期日，来自worldometers信息网站的数
据显示，过去一周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体病例
增长率高达25%。而一些国家，如巴西、以色列、
菲律宾、日本、秘鲁等的病例涨幅都在一周内超过
100%，印度甚至达到150%。
据报道，澳大利亚连续四天的新病例超过10
后，政府提醒其公民奥密克戎变异体病例正接
近高峰。澳大利亚政府首席健康顾问Paul Kelly在
上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还没有达到高
峰期，我认为在未来几周澳大利亚仍将有大量确诊
病例。”
在疫情开始时通过实施严格限制遏制新冠病毒的
传播之后，澳大利亚现在正经历着创纪录的奥密克
戎变异病例数。当疫苗接种达到更高水平时，该国
大部分地区正在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在奥密克戎肆虐期间，澳大利亚大多数州都在与
创纪录的住院率作斗争。当局说，未接种疫苗的年
轻人占澳大利亚住院人数的“很大一部分”。Kelly
说：“我们在未接种疫苗的年轻人身上，包括在重
症监护病房看到疫情的严重性。”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也必须非常小心。虽然我们度
过了发病率很高的去年中期，而目前的新病例还相
对较少，但奥密克戎病例似乎在逐渐增多，政府已
意识到阳性病例在未来几天可能会飙升。
卫生部长布迪（Budi Gunadi Sadikin）说，许多
国家在短时间（大约35-65天）内达到了奥密克戎
变种病例的高峰。Budi在上周日的在线新闻发布会
上说：“一些国家经历了奥密克戎高峰，而且高峰
期很快就来到，时间从35-65天不等。”
布迪将一些国家奥密克戎病例的增加与我国的情
况进行比较。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公众做好应对
奥密克戎变体病例激增的准备。他说：“到目前为
止，在医院接受治疗的500多人中，300人左右已经
回家，只有3人需要氧气，这还是属于轻症，其中
的2人目前已经康复。”
奥密克戎的继续传播是一个警钟，提醒各方保
持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如遵行3T的早期检查
（testing）、跟踪（tracing）和治疗（treatment）
的卫生协议。目前，由本地传播引起的奥密克戎病
例高于来自国外旅行者（PPLN）的病例，奥密克戎
的传播主要是在爪哇岛和巴厘岛，即雅加达首都专
区、西爪哇和万丹省。
不要让我们的疏忽导致奥密克戎变异新病例激
增，就像几个月前的德尔塔（Delta）变异体一样。
德尔塔变种已经引起恐慌，因为它传播得很快，病
故者也不在少数。
卫生部继续努力防止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卫生
部长布迪说，卫生部将始终如一地对包括奥密克戎
在内的新冠病毒执行四项应对疫情战略。布迪在总
统秘书处 YouTube 频道上播放的新闻稿说：“这四
项策略包括健康协议或 3M（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
距离）、3T健康监测、疫苗接种和治疗。”
我们需要更加的警惕，不让奥密克戎新变种酿成
新的灾难。疫苗接种速度问题，似乎是一场关于我
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控制该流行病的赌博。目前
由于各种原因，疫苗接种率确有所下降。
我们非常希望公众会继续遵守政府关于卫生协
议纪律的建议。我们支持政府为控制新冠病毒所做
的一切努力。疫苗接种必须加速，以便能够立即覆
盖70%的人口，须知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摆脱疫
情的纠缠。
不能让政府孤军奋战，全体印尼人民理应给予全
力支持。我们都必须快速行动，如果行动迟缓，未
来的挑战将会十分艰巨。

国会将于下周举行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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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在万隆天主教大学发表演讲

勉励大学生践行与时俱进和勇于开拓创新
【万隆综合讯】佐科威总统周一（1月17日）出席万隆天主教私立大学(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yangan),简称UNPAR成立67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
总统在演讲中要求高
等教育不要限制大学生
学习校园以外的学习项
目。大学生必须坚持与
时俱进和不断勇于开拓
创新的精神。
总统在发表演讲时
说：“我要求高等教育
促进大学生发挥他们的
潜能。不要强迫大学生
太多校园的学习项目，
需要勉励大学生采取创
新的思路。”
总统还要求高等教
育让大学生有机会向任
何人、任何地点、任何
时间、包括学校以外学
习，这对大学生来说是
很有重要和具有意义的
事。
总统在发表演讲中提
到开发优秀人力资源是
大家共同目标，因为优
秀人力资源将使我国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中
脱颖而出。
全球将进入数字经济
时代，数字经济已经作
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佐科威总统周一（17日）出席万隆天主教大学(Universitas Katolik Parahyangan),简称UNPAR
成立67周年纪念活动。
成为转型升级驱动力，同 的效率增长和产出增加已 预测，到2025年，我国的
时也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 数字市场可增至1460亿美
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 擎。
元。
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
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
“我国为东南亚数字经
态，正逐步渗透蔓延至各 具有巨大潜力。 与其他 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为
行各业，目前数字经济在 东盟国家相比，我国数字 东南亚数字经济贡献了40%
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带来 市场增长迅速。国家元首 ，”总统总结说。（v）

国家新首都命名为努山塔拉

国家首都草案特别委员主席
艾哈迈德·多利·库尔尼亚

【印尼CNN新闻网】国家
首都草案特别委员（Pansus
RUU IKN）主席艾哈迈德·
多利·库尔尼亚（Ahmad
Doli Kurnia）于1月17日在雅
加达国会大厦向记者表示，
政府批准新迁都为省级特区
地方政府形式，所有国会代
表党团与政府一致赞同。
“政府与所有国会代表
党团一致同意国家新首都

特区政府的名称。”多利
如是说道。
国民建设规划部（PPN/
Bappenas）部长苏哈
梭·摩诺阿尔法(Suharso
Monoarfa)表示，国家
新首都命名为努山塔拉
（Nusantara）以省级特区
地方政府形式。
“以后，国家首都已
被命名为努山塔拉特区地

方政府，致使国家首都
（IKN）将不再使用了。”
苏哈梭如斯阐述。
苏哈梭此前宣布位于东
加里曼丹省北佩纳扬巴塞
尔（Penajam Paser Utara）
的国家首都名称为努山塔
拉。这是根据佐科威总统
对国家首都名称为努山塔拉
的决定，当时在1月14日向
苏哈梭汇报此事。（yus）

爪哇巴厘岛PPKM延长至1月24日
【印尼CNN新闻网】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发言
人乔迪·马哈迪（Jodi
Mahardi）于1月17日透
露，政府决定再次延长实
施爪哇和巴厘岛疫情限制
社区活动（PPKM）至2022
年1月24日，有关哪个地区
实施PPKM第一级、第二级
和第三级的消息，政府将
根据各地方的疫情，包括
疫苗接种覆盖率才决定县
市的PPKM级别，我们仍等
待内政部长宣布爪哇和巴
厘岛PPKM的内政部决定。
与此同时，政府已宣
布爪哇和巴厘岛以外再
次延长实施PPKM至1月31
日，这次爪哇和巴厘岛
以外PPKM实施期间，从

之前227县市的238县市
处于PPKM第一级或进入
新常态，这个数字有所上
升。138县市处于PPKM第
二级，10县市处于PPKM
第三级，并没有县市处于
PPKM第四级。
随 着 奥 米 克 戎
（Omicron）变体毒株病
例在全国持续上升的趋
势，截止目前，全国确诊
感染奥米克戎变体毒株病
例已逼近1000例，从确
诊奥密克戎病例大部分是
来自国外入境印尼的旅客
大，这也是其中奥密克戎
变异毒株病例在全国不断
飙升的原因。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Menkomarinves）鲁

政府决定再次延长实施爪哇和巴厘岛PPKM至2022年1月24日
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于16日
称，我国奥米克戎变体毒
株可能在今年2月中旬至3
月底达到高峰。
“根据政府接受每周

新冠肺炎评估报告，新增
奥米克戎感染病例在近日
不断飙升，奥米克戎可能
在今年2月中旬至3月底达
到顶峰。”鲁胡特这样表
示。（yus）

决定2024年大选时间表 南苏拉威西省Lapawawoi博物馆
社会部长丽斯玛
95%属于Bone王国历史文物被盗窃一空

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艾哈
迈德·多利·库尔尼亚
（Ahmad Doli Kurnia）
【点滴网雅加达讯】国
会（DPR）第二委员会确
认将在下周决定2024年大
选 的时 间表，该决定将在
与政府和普委会（KPU）
的工作会议上作出。
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艾
哈 迈德 ·多利·库尔尼亚
（Ahmad Doli Kurnia）周一
（1月17日）在雅加达史纳
延 议会 大楼说，“在不久
的 将来 ，也许下周，我们
将 举行 工作会议以决定大
选的时间表和其阶段。”
多利库尔尼亚说，从一
开 始， 国会就鼓励政府和
大 选举 办单位立即就有关
2024年大选的时间表和其

阶段达成协议。他评 估 ，
给予政府和普委会就 大 选
时间表达成一致的时 间 是
足够的。所以，选举 时 间
表必须立即决定。
多利认为，现在有足够
的时间来进行巩固， 这 就
是为什么我们下周要 召 开
工作会议来确定大选 的 时
间表和其阶段。
此前，这位从业党政治
家的多利表示，政府 通 过
政法安统筹部和内政 部 长
提交了定于5月15日举行
大选的提案。与此同 时 ，
普委会提议将大选安 排 在
2月举行。
多利说，据我们所知，
政府曾经通过政法安统
筹部发布的消息正式传
达2024年大选定于5月15
日。然后，在国会第 二 委
员会的工作会议，内 政 部
长也传达了政府提出 的 相
同内容。我们也给了 普 委
会一个信息，普委会 必 须
与其他大选举办单位 加 强
一致。因为当时，普 委 会
想要安排在2月，而普监会
（Bawaslu）对政府的提议
也没有问题。所以， 我 们
要求他们加强一致。（pl）

慰问万丹省地震灾民
周一（1月17日），社会部长丽斯玛（Tri
Rismaharini）与Pandeglang县县长Irna Narulita在万
丹省Pandeglang县的Taman Jaya村探望地震灾民。
社会部分配两台发电机，以及分发500个食品包裹
和儿童玩具包裹。（pl）

南苏拉威西省Bone县的Lapawawoi博物馆被盗窃。
【印尼CNN望加锡讯】
安萨尔说，丢失的物品
南 苏 拉 威 西 省 B o n e 县 的 是Bone县政府的资产，已获
L a p a w a w o i 博 物 馆 被 盗 ， 得国家认证并符合历史文物
盗 窃 者 成 功 带 走 了 一 些 的条件。由于历史文物被盗
属 于 B o n e 王 国 的 历 史 物 窃，文化局已向警方报案，
品 。 在 犯 罪 现 场 ， 曾 是 希望肇事者能尽快被抓获。
第三十二世Bone王国Ard i
Bone县警察分局局长
Mappunyokki宫殿建筑物的 A r d i a n s y a h 中 校 确 认 ， 已
几扇门也被损坏。
收到有关Lapawawoi博物
Bone文化局局长安迪· 馆 被盗 窃的报 告 ，当 局正
安萨尔（Andi
Ansar）周 在进行调查。
一（1月17日）表示，博
与此同时，Bone县警
物 馆 中 存 放 的 一 些 历 史 察 分局 刑事调 查 组负 责人
物 品丢 失 了。 丢 失的 历 史 Benny
Pornika上尉解释
物品包括Bone王国的标志 说 ，此 案仍在 调 查和 分析
复制品Arung
Palakka；玉 过 程中 。刑事 调 查员 已通
玺；Bosara，还有王国时代 过 收集 大量信 息 并在 犯罪
的古钱币。可以说，博物馆 现 场进 行调查 ， 以确 定此
里95% 的物品都不见了。
案是否是盗窃案。（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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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冀

WJES称五个分领域
UMKM能拓展国际市场

可推动西爪省工业更快复苏
【安塔拉社万隆讯】西爪哇经济学会
（West Java Economics Society/WJES）
研究小组负责人Vera Intanie Dewi建议五
个分领域推动西爪省工业更快复苏。

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冀UMKM能拓展国际市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
中小型企业部门助理
哈农（Hanung
Harimba
Rachman）希望，中小微
型企业（UMKM）要具有
竞争力并进军全球市场。
哈农于上周六（15日）
为Restu Graha Dana公司
将装入150个集装箱的中
小 微型 企业肥皂产品向非
洲、中东6个国家出口发
运 仪式 上致辞时，作出上
述表示。
哈农于昨日在雅加达发
布 的书 面声明中说：“中
小 微型 企业进入全球市场
是政府的优先计划。”
政府定下指标，2024年
中 小型 企业出口额对我国
出 口总 额的贡献由目前的
15.6%增至17%。
为保证中小微型企业对
国 家出 口的贡献率提高，
国 内中 小型企业需要压低
的 物流 费和手续简便的出
口服务。
中小型企业面临的主要
问 题之 一是集装箱短缺，
这 导致 运输费高昂，因为
增幅达300%，并且由于
产 品的 存储时间长，损坏
的风险非常高。
另一个障碍是国内需求
的 数据 ，或缺乏营销情报
（ 市场 情报）来应对产品
商 机、 产品产量、国际认

证以及中小型企业出 口 融
资的便利性。
“与中国相比，印尼的
出口贡献仍然远远落 后 ，
中国中小型企业出口 对 该
国出口总额的贡献达68%
，物流绩效指数为3.61
（1-5级），印度中小企业
出口贡献为40%，物流绩
效指数为3.18。”他说。
这表明在履行出口文件
方面仍然缺乏时间效 率 ，
我国中小型企业出口 产 品
的基础设施缺乏，因 此 解
决这些问题是共同的责
任。
他继续说，在为中小型
企业建立有利的出口 生 态
系统方面，合作社及 中 小
企业部提供了各种计 划 。
其中包括SMESCO
East
Hub，旨在为我国东部的
中小微型企业产品和 合 作
社整合起来，来拓展 国 内
外目标市场。
然后还有为所有中小型
企业或行业提供技能 培 训
的SMESCO Labo。
“在SMESCO
Labo，
已经有几个实验室设施
可用，例如机械实验室
（mechanical
lab）、摄
影实验室（photography
lab）、食品实验室（food
lab）和handycraft
lab（
工艺实验室），”哈农
说。(er)

Pertamin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探讨开拓海外潜在市场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达讯】Pertamin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hipping（PIS）正在探
讨开拓海外市场以发展
其业务并实现其成为亚
洲领先综合海运物流公
司的愿景。
PIS公司企业秘书Arief
Sukmara于昨日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中称，
公司将继续探讨以寻找
战略的合作伙伴。
“公司的指标是成
为亚洲领先的综合海
运物流公司，到2030
年实现收入约40亿美
元，”Arief
Sukmara
说。
据他表示，目前，PIS
计划有选择地、审慎地
实施无机业务发展战
略。
他表示，无机业务发
展的几个指标是加快新
业务开发、市场扩张和
提高公司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PIS
愿 意 与 多 家 公 司 合
作——包括其业务线、
市场或能力有可能与公
司的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的国内、地区和国际公
司。
“公司的业务不仅
聚焦于提供运输服务的
航运领域，还包括码
头服务和国际标准仓
储，”Arief 说。
运输的货物范围不
仅限于燃料和原油等能
源燃料领域，还包括天
然气、石化和集装箱货
物。
PIS探讨与值得信赖
的合作伙伴和全球商家
进行合作的潜力。在亚
洲地区，PIS正在探讨与

新加坡、马来西亚、日
本、韩国、中国等的公
司建立合作的潜力。
正在探讨的潜力包括
燃料码头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在亚太枢纽市场
的地区。
目前，PIS集团通过其
子公司管理综合燃料码
头，包括位于新加坡对
面的Tanjung Uban和桑
布（Sambu）岛的综合
燃料码头。
PIS也探讨与中东地区
的企业合作，包括沙特
阿拉伯、阿联酋，以及
土耳其。公司还与利益
相关者进行评估，以寻
找此类合作伙伴。
公司相信，通过与
全球规模的合作伙伴合
作，未来PIS将能够准备
国际标准的码头，并引
入已经服务于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市场。
乘数效应是PIS集团
其他企业管理的港口服
务，例如航运代理、拔
河活动、造船厂管理、
疏浚活动等可以发展壮
大。
“作为子控股综合海
运物流，公司还不懈地
努力在国际层面创造新
的历史并支持Pertamina
Go Global，”他说。
目前，PIS
已做出
多项加速努力，以在全
球范围内发展其业务组
合。目前，PIS拥有11条
国际航线，分别是前往
非洲、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澳大利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中国、
美国、印度、阿尔及利
亚和孟加拉国。这些航
线通过租船活动为公司
的收入做出贡献。(er)

上述五个分领域是纺
织和成衣业、化学制药业
和传统医药业、金属制品
业、电脑、光电子和电气
工业、机械设备工业，及
运输设备工业。
她在万隆对记者表
示：“上述5个分领域对
西爪省经济做出重大贡
献，因为具有前向关联和
后向关联，及比其他分领
域的乘数效应更大。”
她认为，根据大流行
对西爪省制造业的影响地
图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
表明有许多工业受影响，
特别是因为实施社区活动
限制（PPKM）。
带来的大部分影响是
由于工作时间或工人人数
减少，特别是在非必要产
业，导致生产能力下降。
虽然如此，有一些领
先分领域需要关注以加快
提高表现，即纺织和成衣

业、化学制药行业和传统
医药业、金属制品业、电
脑、光电子和电气工业、
机械设备工业，及运输设
备工业。
这五个分领域具有不
止一个驱动力和吸引力，
这显示了上述分领域在其
他工业领域的发展发挥着
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5个分领域之
外，还有九个工业分领域
具有发展潜力，以致能够
参与推动西爪省经济复
苏。
所指的工业分领域是
其他加工业、维修、安装
和设备工业、皮革和皮革
制品和鞋类工业、造纸和
纸制品工业、印刷业和记
录媒体复制业、非金属矿
产工业、木材工业、木制
品和软木制品工业、竹和
藤等编织制品、橡胶和橡
胶制品及塑料工业，及煤

WJES建议五个分领域推动西爪省工业更快复苏。
炭工业，及油气精炼厂。
“该九个分领域具有
发展潜力，但对收入和产
量的影响还需要加大，”
她称。
政府为推动领先分领
域和潜在工业分领域表现
提高可实施的政策是第
一，在大流行或正常情况
下，保持各种工业分领域
的业务运营和生产的连续
性情况稳定。
第二是协商政策和提
供援助，以协助克服该工
业面对的问题。
第三是推动实现数字化
提供激励措施和便利，从

而提高产能和扩大市场。
第四是按计划阶段继
续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物
流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在提
高工业绩效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
第五是为原材料不能
在我国获得的工业提供进
口原材料的便利。
第六是推动辅助产业
的发展，以减少对进口原
材料的依赖性。
“第七是提供激励
措施，如对成功进行创
新和实现数字化的工
业减税，”她进一步
称。(vn)

电动列车票价调至5000盾
交通部计划在2022年4月
调高服务雅加达、茂物、
德博、丹格朗和勿加西
郊区的电动列车（KRL
Jabodetabek）票价。交通
部提议提高 KRL 票价，
因为从2015年以来没有调
整过票价。电动列车票价
将从 3000盾调高到5000
盾。图为周日（16/1）
，电动列车的乘客在Tanah
Abang 车站一瞥。
商报/Max Manuhutu

经济统筹部长称总统已同意 延长汽车PPnBM激励措施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Airlangga
Hartarto）表
示，佐科威总统已经同意
延长汽车产品的奢侈品销
售税（PPnBM）激励措施。
售价低于2亿盾的汽车或
廉价环保汽车（LCGC）课
以3%的奢侈品销售税，而
政府将在2022年第一季承
担所有的奢侈品销售税。
他在雅加达举行的在线
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
第二季，政府将承担2%
的奢侈品销售税，及在今
年第三季政府承担1%奢
侈品销售税，及在今年第

四季社区全额缴纳3%的
销售税。”
同时，售价介于2亿
盾至2.5亿盾的汽车课以
15%的奢侈品销售税，政
府将在第一季承担一半的
奢侈品销售税。
“在今年第一季政府将
承担奢侈品销售税的50%
，因此社区支付7.5%销
售税。在第二季社区将全
额缴纳15%的销售税，”
他补充说。
他补充说，佐科威总统
还同意把政府承担的房地
产业增值税（PPN DTP）
激励措施再延长至2022年

6月份。
价值达到20亿盾的组屋
和平房可享受50%的房地
产业增值税，这从合同开
始计算。
“希望该房屋能在9个
月内完工，”他阐述。
价值20亿盾至50亿盾的
租屋和平房可享受25%的
房地产业增值税。
佐科威总统还同意提供
社会援助的前端装载，即
扩大对街头小贩、摊位和
渔民提供的现金援助。每
个接受者获得的社会援助
金达60万盾，接受者人数
估计达到276万人，其中

有100万个街头小贩和摊
位小商，及176个渔民和
极端贫困居民。
政府将在2022年第一季
提供上述援助金。
“该计划将马上实施，
佐科威总统同意在第一
季的前端装载提供社会保
护，”他称。
为此，政府通过佐科
威总统的批准已在2022年
准备了总额451兆盾的国
家经济复苏基金。除了将
用于提供财政设备和社会
保护之外，该国家经济复
苏基金也将分配给卫生部
门。(vn)

为已满足煤炭义务的企业 交通部发出航行许可证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交通部再次为已获得能
源与矿物资源部提出有
关满足煤炭出口要求的证
明书而发出航行许可证
（SPB）。
这是随着能源与矿
产资源部煤炭和矿物总
局长利德宛（Ridwan
Djamaluddin）通过2022
年1月13日出台B-165号/
MB.05号/DJB.B/2022年
有关取消煤炭对外销售禁
令的信件逐步取消煤炭出
口禁止。
海运交通总监Mugen

Sartoto在雅加达发布书
面声明中说：“我们已经
通知所有的港务长重新向
已满足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要求的煤船发出航行许可
证。”
根据部长之间举行有
关向国营电力公司（国
电）公司供应煤炭的协
调会议结果，及能源与矿
物资源部长信件规定，
符合于2022年1月14日出
台UM.006号/1号/7号/
DA-2022年关于取消发布
航行许可证禁令的海运总
司长信件来取消航行许可

证禁令。
他解释说，能源与矿
物资源部已经取消了向国
外销售煤炭禁令的制裁，
特别是对已经满足2021
年国内市场义务100%的
持有煤矿开采工作协议
（PKP2B）和采矿许可证
（IUP）企业的18艘装载煤
炭的船只。
“为了对此采取进一步
措施，海上运输局将对上
述18艘煤炭运输船重新发
布航行许可证，”他称。
该18艘船只是MV. CMB
Van Dijk船只、MV. Neng

Yuan船只、MV. Santarli船
只、MV. Maizuru Kichijo
船只、MV. Great Ocean船
只、MV. AC. Shanghai船
只、MV. Vidyut船只、MV.
Pantelis船只、MV. Jie Li
船只、TB. Kingfishter 501
船只、MV. Mei Hua Hai船
只、MV. Corona Kingdom
船只、MV. Pacific Pride
船只、MV. Pavo Bright船
只、MV. Princess Doris船
只、MV. Eternal Resorce
船只、MV. Sea Voyager船
只，以及MV. Star Mona船
只。(vn)

俄英两国更加有兴趣 购买北苏省椰子粉
【安塔拉社万鸦老讯】
俄罗斯和英国在2022年初
对北苏省椰子粉商品的需
求量较大，这显示了以上
两个国家购买对该商品的
兴趣越来越大。
苏省工贸局局长艾
温·金当根（Edwin
Kindangen）在万鸦老对
记者表示：“出口俄罗斯
的椰子粉数量达到77吨，
能够为国家创汇17万2840

美元。”
而出口英国的椰子粉
数量达到39吨，创汇9万
2577美元。
他补充说，亚洲、欧
洲、美国，及非洲国家对
北苏省椰子粉的兴趣很
大。
“这种产品最多出口到
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他
这么说。
他阐述，俄罗斯与英国

的市场是每月购买北苏省
椰子粉的潜在目的地。
他称，政府希望，出
口商必须保持北苏省椰
子粉的良好质量，以便
成为在市场积极寻找的
产品。
“我们将继续为北苏
省所有的出口品继续寻找
新的市场，以致更多外汇
流入我国，”他进一步
称。(vn)

苏省工贸局局长Edwin Kindangen

综指下落48点至6645.048点

财政部长专门人员哈林预计

1美元兑14324盾

2022年我国经济有望增长至5.8%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财政部长
专门人员哈林（HalimAlamsyah）预
计，如果能够控制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并实现群体免疫
目标，预测2022
年经济有望增长
5.2% 至 5.8%。
上周五（14/1）哈
林在收到的新闻稿中
说：“如果生产活动
恢复正常，公共消费

恢复并达到 5% 的范
围，这种增长也可以
实现。”
据 他 说 ， 政 府 还 需

要实施结构性改革，
以鼓励投资流入高附
加值和出口导向型行
业。这项投资还需要
优先用于创造大量优
质工作的行业。
哈林表示，2022年
各国面临三大挑战，
包括因供需中断而加
剧的世界通货膨胀现
象，以及能源危机。
此外，市场在应对
美联储（The Fed）政

策和美联储政策变化
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哈林说：“面对
全球经济不确定的局
面，一个国家的经济
韧性真的是在考验。
如果全球经济发生动
摇，它能否生存下
去，当然会看到，而
我国是一个经济基本
面良好的国家，尽管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
的国家不是以制造业

为基础，而是以商品
为基础”。
因此，据他说，我
国正受益于对大宗商品
的高需求，而一些国家
正面临能源危机。
他说：“这可以
从贸易差额的表现
中看出，这是顺差
以及经常账户逆差
（CAD），这并没有
发生，但实际上是顺
差”。(asp)

Allo银行配股后获得 6兆盾核心资本
【investor.id雅加达
讯】Allo银行（PT Allo
Bank Indonesia Tbk，股
代号BBHI) 将通过第三
个有限公开发售
(PUT
III) 或供股的优先认购
权增资公司行动获得 6
兆盾的核心资本。该资
金流将使该银行成为我
国资本雄厚的数字银行
之一。
在该行动中，企业家
Chairul Tanjung拥有的该
数字银行上市公司发行
100.4亿股普通股，每股

面值为100盾，行使价为
每股478盾。因此，该公
司将在此 PUT III 中获
得 4.8 兆盾的资金。
Allo 银行董事局在周
一（17/1）引述的官方
声明中写道：“因此，
如果获得所有 PUT III
资金，公司的核心资本
将增加到 6 兆盾”。
该银行表示，已
遵守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关于 1兆盾
的最低核心资本要求的
规定。董事局透露，去

年该银行必须满足的最
低核心资本为 1 兆盾。
如2020年第12号第 9 条
第 1 款字母 d的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POJK）
所述。为满足 1 兆盾的
核心资本，公司已根据
金融服务管理局于2021
年6月30日6月第S-104/D.04/2021号OJK
信
件发出的有效声明通过
PUT II 进行配股来增
资。
此外，从 PUT II 获得
的资金达7498.5 亿盾。

随着该资本的增加，截
至2021年8月31日，该银
行的核心资本达1兆1453
亿6466万6946盾 或1.14
兆盾。
这意味着该银行已满
足2020年第12号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的最低核
心资本要求。至此，该银
行正进入到2022年1月19
日结束的配股交易期。
因此，直至期末才行权
的配股被宣布不再有效。
在此次行动中，该银行
被记录有 6 家战略投资

者，包括PT
Bukalapak.
com Tbk (BUKA)、Abadi
Investments Pte。 Ltd.
、PT Indolife Investama
Perkasa、H Holdings Inc.
、Trusty Cars Pte.有限公
司和 PT CT Corpora。
Allo银行是一家获
得完全许可的银行，
提供个人、企业和联
名账户产品，包括
Paylater、InstantCash、
储蓄和定期存款、电子
钱包、充值、支付和转
账服务。( a s p )

2022年经济开始复苏 这是投资信托资金的时候
【investor.id雅加达
讯】 Bahana TCW 公
司（PT Bahana TCW
Investment
Management) 预计经济复苏将
在 2022 年继续。投资
者可以利用这一势头开
始投资信托资金。
Bahana
TCW总裁
Rukmi
Purborini解释
说，进入2022年，世
界经济复苏将继续伴
随着全球高通胀。然
而，随着供应链的改
善，通货膨胀率可能

会慢慢下降。自 2021
年以来首次加息的发
展中国家，通胀正常
化可能会更快发生。
另一方面，美联储
（The Fed）在完成逐
渐减少资产购买进程
后，只会在 2022 年
年中加息。
周一（17/1）Rukmi
在官方声明中说：“印
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 有可能在 2022 年下
半年开始两次加息，每
次 25 个基点 (bp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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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通胀的上升。
同时，其他央行政策工
具将保持宽松以支持贷
款和经济的复苏。随着
人们购买力的恢复以及
电力和燃料等能源价格
的上涨，通货膨胀料将
增加到 3% 左右”。
2022
年的经济复
苏将更多地由私营部
门的作用推动，取代
已开始减少支出的政
府。 Bahana TCW 预
计，盾币将根据《创
造就业法》的结构改

革保持稳定，这有可
能吸引外国投资到我
国。
Bahana TCW 以
对大流行后经济复
苏的乐观态度迎接
2022
年。股票资金
预计将是最有吸引力
的工具，除了货币市
场资金，随着央行基
准利率的调升，这将
再次提供有吸引力的
回报。同时，预计固
定收益信托资金（债
券）将提供个位数的

回报。
Rukmi说：“到
2022 年，宏观基本面
预计会更好，而继续加
强国民经济的外部情
绪，预计将保持对我国
的有利投资。在这种乐
观情绪的推动下，我
们还致力于通过我们的
产品、服务和系统继
续专注于创新，以便
我们能够继续提供管
理良好并以良好盈利
能力为导向的投资产
品”。( a s p )

BNI 对非固定教师表示赞赏
图为上周六（15/1），国有企业部长 (BUMN)埃里克
（Erick Thohir，右) 见证印尼国家银行（BNI）董事总
经理 Royke Tumilaar (左二) 和玛琅大学(UNM)副校长
Budi Eko Soetjipto (左) 在东爪哇省，玛琅县（Malang）
，Graha Cakrawala 大楼 的该银行对非固定教师赞赏
计划中提交援助。该银行向3638名 50 岁及以上的
非固定教师提供援助，他们在弱势、前沿和最外
围地区服务，作为对教育界的一种支持，总值达
181.9 亿盾。

【本报讯】周一（17/1）综合股价指数（
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综指
下落37.57点或0.56%，至6655.83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下落48.353或-0.72%，报
收于6645.048点。 LQ-45指数下落4.93点
或-0.52%，报948.016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上升209.24
点或0.74%，报28333.52；香港指数下落
165.29点或-0.68%，报24218.03；上海指数
上升20.41点或0.58%，报3541.67；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5.98点或0.18%，报3287.95。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127万3965次，有166亿5205万9546份
股票易手，总值9兆8391亿1075万1630盾。
涨价的股有210种，落价的股有347种，214份
持平。外资净购833亿2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DCII（印尼DCI股）涨
价4575盾，现价4万5000盾；ARTO（Jago
银行股）
涨价1200盾，现价1万8575
盾；BYAN（Bayan能源公司股）涨价975盾，
现价30475盾；UNTR（友联拖拉机股）涨价
850盾，现价2万352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SOHO（Soho Global股）落
价525盾，现价7075盾；PTSP（Pioneerindo股）
落价475盾，现价6500盾；NFCX（NFC Indonesia股）落价475盾，现价7450盾；BBHI（Allo银
行股）落价450盾，现价6025盾。
盾币贬值28盾
周一，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324盾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4296盾，盾币贬值28盾。( a s p )

简讯
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涨抵销通胀风险
金价持稳
市场参与者衡量全球经济政策前
景，基于通胀的黄金需求，抵销了支
持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美联储官员鹰
派言论，金价周一持稳。
黄金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对冲工
具，但黄金对美国利率上升高度敏感，
这增加了持有无息黄金的机会成本。
0615GMT时，现货金持稳在每
盎司1,819.34美元。美国期金小涨
0.2%至1,819.70美元。
现货银上涨0.1%至每盎司22.97美
元，铂金上涨0.1%至971.38美元，
钯金下跌0.2%至1,874.70美元。

Omicron影响有限
油价因供应紧张而走高
投资者押注在主要产油国限产、全
球需求未受Omicron冠状病毒变种干扰
的情况下，供应将保持紧张，油价周
一上涨。截至0539GMT，布兰特原油期
货涨0.09美元或0.1%，至每桶86.15美
元。盘中早些时候，该合约触及2018
年10月3日以来的最高价86.71美元。
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期货涨
0.29美元或0.4%，报每桶84.11美
元，稍早触及84.78美元，为2021年
11月10日以来最高。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印尼股市行情

1月17日

2022年1月17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全球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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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II
ARTO
BYAN
UNTR
BBSI
BSSR
ISAT
STTP
MSIN
BOLT

开盘

最后

40425
17375
29500
22675
4450
3540
5850
7500
2150
755

变化

45000
18575
30475
23525
4770
3740
6050
7700
2340
940

4575
1200
975
850
320
200
200
200
190
185

变化(%)
11.32
6.91
3.31
3.75
7.19
5.65
3.42
2.67
8.84
24.50

%
%
%
%
%
%
%
%
%
%

交易量

交易额(千)

24100
61999700
118700
7373800
67700
247000
4162400
3000
16756700
36100

1000827
1114246337
3543720
171825772
311645
862317
25023410
22850
37753813
32884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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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O
PTSP
NFCX
BBHI
TECH
IBST
BRAM
GGRM
JECC
UNIC

开盘

最后

7600
6975
7925
6475
6075
6575
11800
32250
6150
12750

变化

7075
6500
7450
6025
5650
6150
11425
31975
5900
12500

525
475
475
450
425
425
375
275
250
250

变化(%)
-6.91
-6.81
-5.99
-6.95
-7.00
-6.46
-3.18
-0.85
-4.07
-1.96

%
%
%
%
%
%
%
%
%
%

18600
100
91700
26890800
480000
100
4600
624500
100
7000

132927
650
699565
168715252
2734592
615
52315
19928350
590
85417

亚股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28333.52
2890.10
24218.03
3541.67

欧股
英国FTSE
7593.85
涨
德国DAX
15937.50
涨
法国CAC
7181.90
涨
荷兰AEX
778.12
跌
Http://tw.stock.yahoo.com 17/1/2022

AUD
CNY
EUR
GBP
HKD
JPY
SGD
USD

道琼工业
35911.81
跌 201.79
那斯达克
14893.75
涨 86.95
S&P 500
4662.85
涨
3.82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1/15

指数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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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5.05
948.02
555.85
1208.62
1180.15
1048.46
663.50
847.39
1438.75
1587.90
730.14
8229.60
932.24

-0.72
-0.52
-1.43
0.49
-1.69
-0.4
-0.43
-0.7
-0.51
-0.5
-0.83
-4.27
-1.05

黄金行情
1月17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5克金片 ：4.180.000 盾卖出 4.46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360.000 盾卖出 8.865.000 盾买进

雅加达分行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anuary 17.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9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3449 卖出)

现汇
买进

卖出

10359.90
2241.25
16325.81
19550.82
1829.31
125.07
10583.85
14238.45

10469.77
2266.63
16491.32
19751.62
1847.82
126.37
10694.19
14381.55

TWD (google.com报导)

50.90
54.26
38.90
5.41
16:18

美股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FOREIGN
CURRENCY

涨 209.24
跌 31.82
跌 165.29
涨 20.41

部门

中间价 520.22

Date: 2022.01.17
Time: 15:10:13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53
外币对印尼盾币牌价 Foreign Exchange Rate against IDR
货币

汇买价

汇卖价

钞买价

钞卖价

AUD
CNY
EUR
GBP
HKD
JPY
MOP
SGD
USD

10230.41
2230.45
16186.32
19387.21
1820.25
123.65
0.00
10507.86
14115

10420.41
2288.45
16526.32
19787.21
1863.25
126.65
0.00
10727.86
14515

0.00
2228.45
0.00
0.00
1816.25
0.00
1728.76
0.00
14110

0.00
2290.45
0.00
0.00
1867.25
0.00
1840.76
0.00
14520

FOREIGN
外币名称
CURRENCY
		
美元
新币
港币
日元
欧元
澳元
英镑
人民币

USD
SGD
HKD
JPY
EUR
AUD
GBP
CNY

现汇

买进

卖出

14252.50
10553.76
1820.00
123.33
16216.25
10198.67
19431.40
2212.33

14402.50
10673.76
1860.00
126.93
16476.25
10438.67
19731.40
23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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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富士通为加强业务网

增加2家新营销商

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第5版

MARK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额达1.5兆盾
【Kontan雅加达讯】橡胶手套模具生产
企业，Mark Dynamics Indonesia（MARK）
公司预测，今年业绩将恢复积极趋势。

图为富士通（Fujitsu）标识。
【Kontan雅加达讯】在
2022年开端，印尼富士通
（Fujitsu Indonesia）公司
指定2家在全国拥有强劲
商业网的营销商。
该指定显示于印尼富士
通公司和Adak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公司和
Konexindo Unitama公司之
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印尼富士通公司认为，
我国的信息科技（IT）在
全 国各 区的业务动态愈加
发 展， 需要大规模的市场
渗 透力 ，这就成为印尼富
士 通公 司需要在我国拥有
强大业务网的合作伙伴。
日前，印尼富士通公
司的富士通平台产品经
理尊尼.伊尔宛多（Joni
Irwanto）“Adak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公司拥有
1000个合作伙伴的商业网，
分 布于我 国几乎所有的区
域，这将成为印尼富士通公
司在将来的商业网力量。”
尊尼声称，印尼富士
通公司和Adak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公司之
间 的合作 ，将更聚焦于富
士通个人电脑（PC）、笔

记本电脑（laptop）和扫
描仪（scanner）产品的市
场渗透。
不只Adak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公司，
趁此机会，印尼富士 通 公
司业指定Konexindo Unitama公司成为营销商，
将聚焦于富士通互动 面 板
（Fujitsu Interactive Panel）的销售。
富士通互动面板是目前
多使用于会议室、教 室 和
研讨会室（ruang
seminar），该互动面板的功能
是替代传统白板（papan
tulis konvensional）和投
影仪（proyektor）。
利用无电线连接的富士
通互动面板，会议上 所 有
的推介活动、教学或 者 是
研讨会能更互动和不 需 要
繁杂的电线连接。
指定Konexindo Unitama
公司主要是因为该公 司 拥
有互动面板。除此之 外 ，
他们也拥有坚固的小 组 ，
处理该产品销售事宜 。 “
我们深信，该合作将 为 富
士通互动面板创出良 好 的
商机。” （sl）

WOOD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额提高25%

图为东爪省西图利祖(Sidoarjo)县的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
【Bisnis雅加达讯】
木制品厂商Integra
Indocabinet(WOOD)公
司继续扩大产能计划，
计划于2022年首季开始
运营。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的家具年产能力
为52775立方米，而为建
筑构件年产能力34060立
方米。
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
秘书Wendy Chandra称，
扩大在东爪省路马江县
(Lumajang)面积2.3公顷
的 工厂 ，将增加建筑构件
产量至20%。“在2021年
我 们收 购工厂为扩大建筑
构 件。 扩大潜力可以从建
筑构件能力达到20%。”
扩大工厂是随着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定下今年
销售额增长指标从2021
年实际销售额5.5兆盾的
25%。去年业绩同比飙升

89%，比此前指标4.45兆
盾提高了50%。
本月，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已获得订单1.06
兆盾。
他称，Integra
Indocabinet公司将继续扩大美
国市场，随着中 国离 开 该
市场后，增长很 大。 作 为
全球最大家具进 口国 ， 美
国进口的家具达130亿美
元至140亿美元，而大部
分从中国进口。
由于贸易战和实施反补
贴关税，2021年，中国出
口家具到美国下降至14%
，以致提供的机会为34亿
美元。
Integra
Indocabinet公
司市场份额仍由 出口 控 制
97%，并只有小部分被国
内市场吸收。“ 此外 ， 我
们希望国内市场 将于 今 年
开始复苏。” (lcm)

家庭工业制造舞狮头

生产舞狮头和舞龙头的家庭手工业收到20份订单，这
些订单将销往雅加达及周边城市、棉兰、巴东、巨
港、坤甸和锡江多个地区，舞狮头售价5百万盾，舞
龙头售价8 百万盾。图为西爪哇茂物市 Babakan Pasar
村的工匠在完成狮子头架的情景。

日前，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
里特宛.吴（译音Ridwan
Goh）表示，2022年，橡
胶手套模具销售基本上
仍相当好。
只是，预测其增长
潜力不如2021年，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
经理部也预测，今年，
橡胶手套模具销售增长
30%。“我们定下指
标，2022年，销售额达
1.5兆盾，俾能巩固4500
亿盾的利润指标。”
仅作信息，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
还未公布2021年的财
政报告，而2021年第
3季，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的销
售同比飙升141.57%成
为8321.4亿盾，与此同
时，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的净利同比
飙升203.6%成为2761.3
亿盾。
Mark Dynamics In-

donesia公司对一部分已
自去年获取的橡胶手套
模具销售合同的支持，
该合同装船的有效期至
2022年第2季。
为能确定今年能达到
业绩指标，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持续
设法提高生产程序的效
率，加强研究和发展，
俾能保持产品质量，符
合客户的意愿，以及持
续实施市场渗透发展。
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仍将把产品销
售优先供作出口市场。
至今，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出口销
售仍相当大，在此，其
份额达到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总销售
的95%。
橡胶手套模具出口
最大需求仍来自马来西
亚，这是因为马来西亚
占全世界手套产品最大
的市场份额，即65%
。“其他成为我们的出

Mark Dynamics Indonesia（MARK）公司的橡胶手套模具。
口目的国，是越南、泰
国和中国。”
他补充说，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仍
在研究有关今年将调拨
的资本支出（capex），
但预测2022年的资本支
出并不大。
里特宛也证实，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
正在北苏门答腊，日立
雪冷（Deli
Serdang）
Tanjung
Morowa兴建第
3家手套模具工厂，该新
工厂自2021年5月已运
营，今年，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还未计
划扩展业务。

根据Kontan记载，该
第3家工厂运营之后，截
至2021年9月，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月
产170万件手套模具，该
数目是该公司旗下3家手
套模具厂总生产量。而
Mark Dynamics Indonesia
公司的第3家工厂每月能
增加50万件的产量。
如此一来，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
能推动工厂产能利用率
（utilisasi）大约80%至
90%，Mark
Dynamics
Indonesia公司建造该第3
家工厂，投资额达1500
亿盾。 （sl）

印尼现代汽车公司 准备在我国批量生产电动车
【Kontan芝卡朗讯】印尼
现代汽车公司(Hyundai Motors
Indonesia/HMID) 准备在西爪
哇省芝卡朗Deltamas工业区的
工厂批量生产电动车。印尼
现代汽车公司将生产的电动
车是现代IONIQ 5。
印尼现代汽车公司首席
运营官Makmur称，印尼现
代汽车公司将于今年开始生
产现代汽车。可惜，他没有
谈及这款新电动车的推出时
间。
“今年，将推出现代IONIQ
5。只是等待适合的时间，请
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根据Kontan记者访问印尼
现代汽车制造公司(Hyundai
Motor Manufacturing Indonesia/HMMI)经营的汽车工

厂时，现代已准备批量生产
电动车。
汽车生产设备已在工厂安
装。甚至，已有3辆IONIQ 5
汽车样品成为这款汽车生产
准备的部份。
总的来看，在芝卡朗的现
代汽车工厂每年可以生产15
万辆汽车，而且年产能力可
以提高到25万辆。这家工厂
开发的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
元。
他补充说，印尼现代汽
车公司从未预测每年的电动
车销售。但是，看到现有的
趋势，电动车销售将继续提
高。
这可从2020年现代电动车
订单 (SPK)数量仅大约100
份，在2021年飙升为大约

图为展出的两辆现代电动车。
700份看出。“我们相信电
动车业务将继续增长。”
据他说，现代可以提供的
最好支持之一是向社区教育
电动车的好处。因此，社区
更加关心，并会使用电动车

作为日常出行活动。
何况，电动车很实用，因
为可以在家充电。“所以，
如果在公共电动车充电站
(SPKLU)充电可以作为长途旅
行。” (lcm)

ESIP公司定下今年指标 销售额达600亿盾
【Kontan雅加达讯】包
装生产企业，Sinergi
Inti
Plastindo（ESIP）公司定下指
标，今年销售增长相当显著。
该公司对销售额能达到600亿
盾，比2021年至9月的实际销
售额更高而感到乐观。
细节是，2021年第3
季，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
记录销售额达382.8亿盾，该
数目比2020年同期的销售仅
达到348.2亿盾增长9.95%。
日前，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总经理艾力克.布
迪史迪约.古尼亚宛（Eric
Budisetio Kurniawan）对记
者称，“该收入增长是受到
新工厂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
机器的支撑。”
他续称，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乐观迎接2022年并
不是无理由，今年，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将实施数项
商业计划，这将能支撑该公
司将来的增长。“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仍乐观认为，随
着投资计划，收入将增长和
符合今年定下的600亿盾销售
指标。”
今年，Sinergi Inti Plastindo
公司计划，将发展纸材料的
食品盒或者纸包装。他认
为，纸包装拥有非常明朗的
前景，因消费者们的需求相
当大，不论是来自食品和饮
料零售领域直至餐饮工业。
为能使该商业计划顺利
实施，Sinergi Inti Plastindo
公司计划拨出150亿盾的资
本支出，供作购买数台机器
用途。“供2022年购买机
器的资本支出大约为150亿
盾，供购买印刷机（printing）、切割机（cutting）
和成型机（forming），总

共12台机器。”
根据此前的报导，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计划，将通
过首次发行股票（rights issue）来增加资本。
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
将发行6.4034亿张股票，每
张票值为5盾，发行新股票
也随之发行第II系列的认股
权证（waran），每张票值
为50盾。
艾力克声称，首次发行股
票获得的资金，将供作加强
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的资

Sinergi Inti Plastindo(ESIP)公司的生产设施。
本结构，以致，将来Sinergi
Inti
Plastindo公司的活动，
能为该公司在我国生产有利

环保包装的产品时，为其业
务、业绩和竞争力提供有利
的影响。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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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社会新闻 BERITA SOSIAL
涉嫌虚假投资诈骗案

不少民众用身份证照片做NFT上架到OpenSea网站

印尼内政部：这是违法行为 可面临10年监禁
【综合讯】据悉，全球最大的NFT艺术品
交易平台OpenSea一位来自印尼的用户Ghozali
Everyday把连续5年每天自拍记录自己的成长
照片卖出后获十几亿盾。此男士的真名叫
做苏尔丹·格查理（Sultan Ghozali)，他在三
宝垄市迪安·努斯万多罗 大学上学。
周四（1月13日），
他在大学校园笑着对媒
体记者说：“印尼NFT社
团最初帮助我推销，后
来有外国人买我的自拍
照，阿诺·普诺莫厨师
也买了25张，哈哈。”
Ghozali
Everyday的
NFT收藏品最便宜的也要
0.28以太币（ETH）或约
合1350万盾。如果他的
自拍照总共有932张，那
加起来售价近126亿盾。
格查理说：“如果卖
了2000万盾的话，我从
中抽取10%，总共赚了
15亿盾。”
为 了 和 G h o z a l i
Everyday一样赚到大笔
钱，有不少民众纷纷

把手持电子身份证自
拍的照片做NFT上架到
OpenSea网站上。印尼内
政部得知此事后呼吁及
提醒民众不要轻易上传
个人身份证照片。
印尼内政部人口与民
事登记总局局长 朱丹
（Zudan Arif Fakrulloh）
发文说：“千万不要在
网上上传身份证或手持
身份证自拍照，因为会
被坏人盗用，用来向网
络借款平台借钱。要保
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有不少已经在金融服务
管理局（OJK）注册的互
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
台都将手持身份证自拍
照作为借钱条件。”

不少民众把身份证照片做NFT上架到OpenSea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于推特@Cryptofess_）
朱丹强调胡乱在社交
网络上上传自身或散播
别人的身份证照片是违
法行为，可面临10年监
禁和罚款10亿盾。
上周六，印尼通讯
与信息部部长约翰尼
（Johnny G. Plate）
告诉媒体已下令对NFT
艺术品交易平台进行监
管。所有能在本国打开
网站包括NFT艺术品交
易平台都有义务保护个

人信息。
约翰尼说：“民众不
要把个人信息上传到NFT
艺术品交易平台上，因
为会被别人盗用。违者
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有不少民众用身份证
做NFT在OpenSea网站上
出售。
NFT艺术品交易平台上
也有卖服装、家具、食
品照片，甚至别人家的
婴儿照片。(cx)

汤加岛屿火山喷发导致通信瘫痪 5名在该国印尼公民至今情况不明
【综合讯】当地时间
1月15日下午，南太平洋
岛国汤加一座海底火山
洪阿哈阿帕伊（Hunga-

Tonga-Hunga-Ha'apai）
发生喷发引发1.1至3米
高海啸波浪，导致全国通
信瘫痪。这座岛屿火山位

努库阿洛法市与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之间的距离。
（谷歌地图截图)

于努库阿洛法以北约65
公里处。
周日（1月16日），印
尼海外公民保护负责人
朱达·努格拉哈称，有5
名印尼公民居住在汤加
首都努库阿洛法，至今
情况不明，因为该国通
信都已中断。
周一（1月17日），汤
加火山灰雨已停了。灾
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位
于汤加塔布岛北部的努
库阿洛法，有很多船只
被冲上岸。
新西兰政府称至今未收
到人员死亡报告。印尼驻
惠灵顿大使馆呼吁所有印
尼公民提高警惕，尽力获

取居住在汤加的印尼公民
情况。
据外媒报道，此前日本
发出海啸预警，现在已撤
销。日本高知县有十几艘
船只翻沉，而德岛县有5
艘船只发生翻沉，暂时没
有人员伤亡报告。该国有
数十个航班被取消。
印尼气象局（BMKG）
称本国地区不受汤加火
山喷发影响。地震与海
啸中心负责人邦庞·斯
迪约·帕拉伊特诺称，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
布通知称洪阿哈阿帕伊
岛火山喷发或将在汤
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和
澳洲引发海啸。(cx)

北雅加达军人被围殴捅死案 本加灵安镇警方抓到其中一名嫌疑犯
【liputan6新闻网讯】
周日（1月16日）发生在
北雅加达本加灵安镇一
名军人被围殴捅伤致死
案，当地警方抓 到 其 中 一

名 嫌 疑犯，正在追捕其他
嫌疑犯。
本周一，本加灵安镇
警察局长费布里·伊斯
曼·查雅告诉媒体，当天

凌晨3点左右两名受害者
在北雅加达珊瑚水库地
区遭到嫌疑犯围殴，被
其中一名嫌疑犯用刀捅
伤。其中一名受害者伤

势严重，现还在医院接
受治疗。
警方未公布那些嫌疑
犯的身份，因为还在调
查中。(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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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港市Instagram红人被拘捕
【viva新闻网讯】南苏
门答腊省巨港市一名
Instagram红人涉嫌虚假
投 资诈 骗 数千 万 盾案 被拘
捕 。上 周 五， 该 女士 接受
完调查后被拘留。
上周六，巨港市西伊
列尔区警察局长罗伊·
汤布南说：“我们收集
到足够证据，今天嫌疑
犯被拘留。”
据罗伊说，嫌疑犯从事
服 装买 卖 ，通 过 社交 媒体
Instagram邀请网民投资，
投资至少1000万盾收益

率9%。因为不如所望，
投 资方 向 警方 举 报。 受 害
者 不止 一 人， 他 们的 损 失
达到4800万盾。嫌疑犯在
2017年也曾经作案。
警方收集到的证据是嫌
疑 犯和 受 害者 之 间银 行 月
结 单、 谈 话记 录 截图 和 地
方法院判决书。
该女士被警方援引刑事
法典中的第372条（侵吞财
产）和第378条（诈骗），
或将面临4年监禁。
罗伊说：“嫌疑犯被拘
留20天。”(cx)

万丹省再次发生5.4级地震
【综合讯】周一（1月
17日）印尼西部时间早上
7时25分许，爪哇岛万丹
省 再次 发 生地 震 ，西 爪哇
多地有震感。
印尼气象局（BMKG）发
推文称，发生5.4级地震，
震中位于万丹省巴亚哈镇以
西南10公里处，震中位于南
纬7.60度和东经105.90度，
不会引发海啸。
气象局呼吁民众对可
能 发生 的 余震 保 持高 度警

惕 。丹 格 朗、 苏 加武 眉 、
展 玉、 茂 物和 西 万隆 县 居
民都感到震感。
一名丹格朗县民说：“
是 不是 地 震了 ？ 有震 感 但
不强烈。”
上周五，万丹省发生
6.6级地震，雅加达和西
爪 哇都 有 震感 。 主震 后 发
生 两次 余 震。 上 周六 ， 再
次 发生 地 震。 这 两天 的 地
震 震中 都 位于 万 丹省 苏 姆
尔地区。(cx)

印尼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数持续增加

卫生部呼吁人民勿出国和出外地

印尼卫生部长
【罗盘新闻网讯】印尼
卫生部部长布迪·古纳迪·
萨迪金呼吁人民尤其雅
加 达市 民 不要 出 国和 出外
地 ，因 为 近日 奥 密克 戎变
异 毒株 确 诊病 例 数不 断地
上升。
周日（1月16日），布
迪在线上新闻发布会
上
说：“建议还是不要出
国 ，减 少 出外 地 ，可 以的

话就使用zoom交流。民众
也要避免人群聚集。”
此外，布迪也呼吁民众
对 奥密 克 戎保 持 警惕 和 别
惊 慌。 进 一步 强 化新 冠 病
毒 检测 、 追踪 和 隔离 人 员
管控。
布迪称卫生部将加速雅
茂德丹勿（Jabodetabek）
地 区加 强 针接 种 ，以 应 对
第三波疫情。(cx)

佐科威要求校方勿逼迫家长在学生接种疫苗后果自负协议书上签名
【印尼时代报新闻网讯】
为执行印尼总统佐科威
指示，总统府幕僚将与教
育文化部就关于学生家长
收到的孩子接种新冠疫
苗后果自负协议书这件
事进行讨论。
周一（1月17日)，总统
府幕僚专员亚伯拉罕·

威 罗托莫发文说：“总统
要求学校不要再让学生家
长在孩子接种疫苗后果自
负协议书上签名。”
亚伯拉罕阐释，总统府
幕僚长穆尔多科向佐科威报
告称民众告状诉苦，称被
校方逼迫在学生接种疫苗
后果自负协议书上签名。

他说：“穆尔多科接
到民众告状诉苦后向总
统报告，对此事给予立
即处理。”
亚伯拉罕称，孩子接种
疫苗后出现任何反应都有国
家承担，包括费用在内。国
家健康保险（JKN）会员由
社保局（BPJS）承 担 ， 而

非国家健康保险会员由国
家预算（APBN）承担。
他说：“国家免疫后事
委员会（KIPI）直到现在
未收到接种疫苗后致死报
告。如果孩子接种疫苗后
致死或致残的话，家长
尽快通知民间诊疗所或
医院。”(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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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确认给北约划下红线:

一旦在乌部署 俄方就准备反击
【海外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约对乌克
兰的“逐步入侵”已将该集团带到了莫斯
科划下的“红线”，一旦北约集团在乌继
续部署，俄方将准备反击行动。
据“今日俄罗斯”16
日消息，在当日播出的一
次采访中，佩斯科夫引用
了西方给出的曾记录成文
件的承诺，即北约不会
进一步东扩到前苏联地区
的国家；但在过去几年
中，北约利用其“门户开
放政策”吸收了几个前华
约国家加入。佩斯科夫指
出，莫斯科已经在乌克
兰划下了“红线”，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方看

到北约逐渐入侵乌克兰领
土，这些举动已经将北约
直接“推向了红线”，对
俄罗斯和整个欧洲安全架
构构成“真正威胁”。
佩斯科夫说，这些“再
也不能容忍”的情况促俄
方提出了一系列改善集体
安全的建议，这些提议包
括北约保证不会东扩，
以及任何与俄罗斯接壤
的前苏联国家都不会被允
许加入该联盟。美国以

俄方早前称，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于1月12日举行的会议
已陷入死胡同
及北约，已经拒绝了这些
特定的提议；佩斯科夫表
示，除非找到妥协，否则
紧张局势只会进一步升
级。佩斯科夫还表示，

如果北约继续在乌克兰
部署，莫斯科“将准备
采取反击行动”，尽管
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全
面的军事行动。

2021年12月新加坡非石油类本地产品出口

连续第13个月同比增长
【新华财经】新加坡
企业发展局1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1年12月
新加坡非石油类本地产品
出口(Non-oil
Domestic
Exports)连续第13个月
同比增长，增幅从11月
24.2%下降至18.4%。当
月，电子类产品和非电子
类产品出口双双增长。
经季节性调整按环比计
算，12月新加坡非石油类
本地产品出口增长3.7%
，相对于11月环比增长
1%有所加快，出口额则
达到171亿新元(约合人民
币805.4亿元)。具体来
说，电子类产品出口环比
出现下降，但非电子类产
品出口出现环比增长。
12月新加坡非石油类
本地产品出口中，电子类
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6%
，而前一个月同比增长了
29.2%。出口增长主要受
集成电路、个人计算机、

2021年12月新加坡非石油类本地产品出口连续第13个月同
比增长，增幅从11月24.2%下降至18.4%。
磁盘媒体产品这三类产品
出口增长的推动，这三类
产品12月出口分别同比
增长17.8%、32.5%和
12.2%。
非电子类产品出口12月
同比增长19.9%，而前一
个月则同比增长了22.6%
。推动出口增长作用最大的
三类产品是医药产品、专用

机械和石化产品，它们的出
口分别同比增长了72.3%
、22.5%和28.4%。
12月，从整体来说，
新加坡对其十大主要非石
油类本地产品出口市场的
出口同比是增长的，但对
其中的美国和韩国出现了
出口下降的情况。对十大
市场整体出口增长拉动作

用最大的三个市场分别是
中国大陆、印尼和欧盟27
国。12月新加坡对中国大
陆、印尼和欧盟27国的非
石油类本地产品出口分别
同比增长36.3%、66.1%
和32.5%。
12月，新加坡对中国大
陆的非石油类本地产品出
口同比增长36.3%，而11
月则同比增长了45.3%；
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同比增
长9.2%，而11月同比增长
了10.5%；对中国台湾的
出口同比增长16.5%，11
月同比增长了36.1%。
在新加坡，非石油类
本地产品出口与非石油
类产品转口贸易(Non-oil
re-export，
NORX)共同
组成了非石油类产品出口
(Non-oil export， NOX)
。2021年12月，新加坡非
石油类产品转口贸易同比
增长26%，而前一个月该
指标同比增长20.3%。

美国将向法国出售8800万美元传感器情报设备
【路透社】美国国务
院批准向法国出售价值约
8800万美元的传感器套件
和其他设备。据报道，美国
国务院1月14日的一份公告
显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
向法国出售价值约8800万

美元的传感器套件和其他设
备。英国的英国宇航系统公
司(BAE Systems)将负责制
造这些设备。
据《华盛顿邮报》报
道，近来美法之间的反恐军
事合作出现升温。尽管一些

美国分析人士批评法国在
西非的 反 恐 行 动 “ 越 反 越
恐”，但美国总统拜登还
是决定加强与法国在情报共
享和军事行动上的合作。
报道分析称，拜登政府
此举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安抚

法国，补救此前美澳核潜艇
风波给美法两国关系带来
的损害。当时澳大利亚已
与法国签订了进口多艘先
进常规潜艇的合同，但突
然宣布将放弃履约，转而
寻求进口美国核动力潜艇。

汤加首都电力恢复网络仍中断 已展开灾情勘察
【中新社】综合消息：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当地时
间14日、15日发生剧烈海
底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
据外媒17日报道，新西兰
已派出海上巡逻机对汤加
灾情展开初步勘察。目前
该国首都80%电力已经恢
复。尚未有人员死亡或重
伤情况报告。
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海
底火山当地时间14日、15
日连续两次剧烈喷发后，
该国通信网络受严重影
响，一度与外界“失联”
，其邻国新西兰、澳大利
亚等密切关注汤加灾情。
新西兰外交部17日消息
称，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
已恢复80%电力，但网络
仍然中断。法新社17日报
道称，南十字星电缆网络
的网络主管披露，维修受
损的海底通讯电缆可能需

新西兰国防部17日通报，已经派遣一架飞机前往汤加
要2周时间，距离汤加最
近的一艘电缆铺设船位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
比港。
半岛电视台17日报道
称，汤加议会议长当天在
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由
于通信仍然中断，尚不清
楚此次灾难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目前
汤加民众急需新鲜的饮用
水和食物。
新西兰广播电台17日援
引该国外交部长马胡塔的
话报道称，据新西兰政府
对灾情初步了解，汤加目
前最需要饮用水和储水设
备、食物和医疗用品。预

计汤加政府将会提出更正
式的援助需求。新西兰海
军已准备出发支援救灾。
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报道
称，新西兰已派出海上巡
逻机前往汤加，进行灾情
影响评估。新西兰海军的
多功能舰“坎特伯雷”号
进入待命状态，可在有必
要时前往汤加，提供运送
人员和物资等支援。
新西兰国防部17日证
实，已派遣一架飞机前往汤
加，勘察受灾 状 况 以 及 汤
加主岛汤加塔布岛上的飞
机跑道和港口情况。这架
飞机不会在汤加降落，将
在当天返航。新西兰国防
部计划，18日再派遣一架
飞机，向汤加运输救援物
资。澳大利亚国防部也表
示，一旦天气状况允许，将
向汤加派遣 飞 机 ， 勘 察 重
要基础设施受灾情况。

对冲基金大佬艾克曼呼吁美联储一次加息50个基点
【新浪财经】美国对
冲基金大鳄、潘兴广场资
本管理公司CEO比尔-艾
克曼表示，美联储需要一
次大幅加息以“震撼”市
场，以“恢复其信誉”，
并抗击通胀。
艾克曼在周末的一连串
推文中表示：“美联储可
以通过最初50个基点的意
外举措来恢复其信誉，以
震慑市场，这将显示其应
对通胀的决心。美联储正

在失去通胀。”
艾克曼表示，美联储在
华尔街失去了一些信誉，这
可能会损害其影响通胀预期
的能力，一些人认为，这会
严重拖累市场人气。
他写道：“悬而未决的
问题是，美联储失去了作
为通胀斗士的信誉，以及
3到4次加息是否足够。”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
联储在3月份的会议上加
息25个基点。根据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汇编的数据，美联
储3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为
79%，但将联邦基金利率
上调50个基点的可能性只
有3%。目前联邦基金利
率在0%至0.25%之间。
美联储计划在2023年
底前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2.1%。纽约联储前行长
威廉·达德利等人认为，
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基准
利率上调至近4%，以扭

转因新冠疫情而基本上保
持不变的宽松货币政策。
艾克曼表示，美联储可
以通过出乎市场意料的大幅
加息来恢复可能已经失去的
信誉，这 可 能 会 消 除 进 行
一连串加息或更激进行动
的必要。他说：“最初加息
50个基点将产生降低通胀预
期的反射效应，这将缓和
未来采取更激进、在经济
上 更 痛 苦 举 措 的 必要性。
这只是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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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服刑期间再次住院：

年近80岁 多病缠身
【海外网】据韩联社报
道，16日，正在服刑的韩
国 前总 统 李明 博 住进 首尔
大 学医 院 接受 疾 病检 查。
李明博现年79岁，多病
缠身。
韩国法务部表示，李
明 博将 在 住院 期 间按 照院
方 意 见 接 受 检 查 ， 住出院
及护送时间因警卫安 全 问
题不便公开。李明博其
间因糖尿等疾病接受治
疗，2021年 也 因 此 三 度 狱
外就诊。
2020年，李明博因贪
污 受贿 等 罪名 被 判处 有期
徒刑17年，罚金130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6924万
元），追征犯罪所得57.8
亿韩元。
2021年底，韩国总统文
在 寅特 赦 前总 统 朴槿 惠，
称 希望 此 举能 够 成为 开启
团结、和解新时代的契

李明博
机 ，并 表 示朴 槿 惠入 狱 近
5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
希 望反 对 者理 解 。但 特 赦
未 包含 李 明博 ， 引发 李 明
博方面的不满。

疫情下四成韩国个体户考虑歇业

随着经营恶化，有40.8%个体户考虑关门停业。
【韩联社】韩国经济
团体“全国经济人联合
会”(全经联)16日公布
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
新冠疫情发生已有两
年，约四成个体户因
销售减少等考虑关门
歇业。
全经联委托调研机构
M o n o R e s e a r c h
针对从事餐饮、零批发
业和其他服务业的500
名个体户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6 5 . 4 % 的 受 访
者 认 为今年销售将同比
减少，63.6%预测净利
润也将缩水 。有65.2%
回答将维持现有的雇员
人数，有32.8%回答
将裁员，仅2%回答将
增加人手。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

经营恶化，有40.8%个
体户考虑关门停业。就
其理由，28.2%回答销
售、净利润等经营业绩
恶化，其后依次为资金
状况恶化及偿还贷款负
担(17.8%)、租赁费和
劳动力成本等固定成本
负担(17.5%)、疫情结
束后经济复苏可能性较
低(16.7%)等。
另外，对于今年可
能遇到的最大难题，有
30.7%认为，疫情常
态化导致整体消费心理
复苏有限。对于搞活
“胡同”商圈所需
的支持政策，16%的受
访者回答需扩大提振消
费支援力度，14.1%
回答应扩大低息贷款
等金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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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打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Chandra Asri 支持国家疫苗接种计划
【本报周孙毅报道】
PT Chandra Asri 石化
Tbk (Chandra Asri) 与
卫生部、西雅加达市政
府、307国际狮子会和
ABUPI合作，从1月12日
至2021年1月底举行加强
疫苗接种。
PT Chandra Asri 石
化 Tbk 经理 Edi Rivai
表示，Chandra Asri 的
支持旨在帮助雅加达政府
计划，特别是在雅加达西
部，加快居民的加强疫苗
接种，以避免COVID-19
的传播。

西雅加达市长
Yani
Wahyu Purwoko 也出席
了该疫苗接种计划，他在
致辞中对 Chandra Asri、
印度尼西亚狮子会 307A1 区和 ABUPI 的合作
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们一
直支持政府加快疫苗接种
的努力西雅加达计划。
当地政府继续与各方
密切合作，继续监测在省
一级都增加了COVID-19
传播的风险。 继续敦促
公众保持警惕，避开人
群，并始终佩戴口罩。让
我们邀请尚未接种疫苗

的兄弟姐妹立即接种疫
苗，”西雅加达市长Yani
Wahyu Purwoko 如此表
示。
据Meruya Selatan保健
中心负责人叶霓表示，
此次进行加强剂的目标是
给 Meruya selatan社区
居民，该社区的人数超
过10,000人，年龄在18
岁及以上，距离完成剂
量（2剂）已经超过六个
月，并且已经有加强剂可
以通过 Care Protect 应
用程序检查的疫苗票。
她补充说，这项疫苗

主办方为乐龄人士开展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接种计划的成功实施是
我们加速走出疫情的努

力之一，这不仅是政府的
责任，也需要包括私营部

门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支
持。

主办方代表与雅加达西区政府代表在活动现场合影。

Letkol (Purn) Ahmad 接受第三剂疫苗加强针后合影。

乐龄人士接受疫苗一景

雅加达德教会济锦善社在西爪哇Garut县

为残疾人进行义肢测量
【本报周孙毅报道】继
例行开展的社会慈善公益
活动，雅加达德教会济锦
善社(Yayasan Etika Moral
Indonesia简称YEMI)诸理事于
本月15日，在西爪哇Garut县
Jalan Patriot no 14,Sukagalih,
Kec.Tarogong Kidul,为来自贫
困家庭的残疾人免费进行假
肢测量活动。
本次活动是由YEMI 与
Walubi（印尼佛教协会）
和Gepak（Gerakan
Peduli
Kehumanitarian）慈善机构
共同合作。Garut县社会服
务中心负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Gepak慈善机构
主席Ai
Widaningsih，以
及YEMI社长许国照（Alex
Tumondo）、副社长Brandy
、YEMI青年部主任Paul
Kosasih (许文华) 等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出席。
共有26名来自Garut
县、Purwakarta和
Tasikmalaya的残疾人受惠
获。据YEMI社长许国照表
示，此次YEMI再度为当地
贫民残疾人免费提供假肢
计划，并事先进行假肢测

量，希望通过这种假肢辅
助装置能够支持残疾人在
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力。
许国照同时感谢善信
人士大力支持为残疾人捐
赠假肢。Garut县社会服务
中心负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和Gepak慈善机构

许国照社长和Drs. H. Aji Sukarmaji、Ai Widaningsih、许文华
等在活动现场。

为残疾人进行义肢测量。

主席Ai Widaningsih 叶分别
发言，对YEMI的爱心奉献
表示赞赏，并感谢许国照
社长和YEMI 提供的帮助。
Ai Widaningsih称，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
各项活动曾停顿下来，造
成无法给予残疾人提供援

助，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
它，实在令人深感欣慰。
她说，此次为受援者安装
假肢的过程计划于2022
年2月16日举行，以配合
Garut县周年纪念日。
当天，除了为残障人
士量足外，YEMI还提供了

100个爱心包裹。YEMI辅
导主席为DR.Eddie Kusuma
SH.MH (伍瑞章)。该会还
开展其他公益活动，即为
火灾、自然灾害和其他受
害者提供援助。然后举行
了献血和大规模疫苗接种
等工作。

许国照社长在Garut县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Gepak慈善机构主席 Ai
Widaningsih陪同下向残疾人赠送爱心包裹。

义肢测量一景。

主办方和残疾人合影。

促进中菲国际中文教育合作

华侨大学·菲律宾加洛干市立大学中文课程全体大会召开
“学习汉语真的很难，
但很有趣。在我们汉语老
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
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
学会汉语。相信在未来，
汉语一定会让我们受益，
成为我们在职场上的优
势。” 来自菲律宾加洛干
市立大学的马文渊说道。
1月12日,预科教育学
院召开“华侨大学·菲律
宾加洛干市立大学复合型

人才培养项目”期末总结
大会，共同回顾总结一学
期以来线上中文学习的成
果，表彰优秀学员。
班主任刘珊杉老师总
结到，经过短短4个月的
学习，同学们从拼音起步
到掌握较为复杂的语法，
在每周课时量有限的条件
下，同学们参加HSK二级
模拟考试已全部通过，大
家的中文学习取得了很大

进步，这是学校、老师、
同学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班主任彭冰说，“好的开
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保
持初心，继续努力，一定
能在学习汉语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会上颁发了“学习标兵
奖”“优秀作业奖”“优秀
笔记奖”“全勤奖”“勤奋
奖”等，表彰学习典范。
自2021年9月开始，预

科教育学院为加洛干市立
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专业
开设中文学分课程，包括
中文基础、中文实践、中
文词汇、教学实践和当代
中国专题课程等，首批学
员涵盖该专业四年级学生
32名和一年级学生30名。
为促进中菲大学生学习交
流，学院还专门成立中菲
学生云牵手学习小组，由
华侨大学学生助教与菲律

宾大学生开展朋辈交流，
增进中菲大学生友谊，促
进文化交流互鉴。
据悉，该项目是为满
足菲律宾加洛干地区中文
教育人才的培养需求，在
菲律宾加洛干市政府、菲
律宾加洛干市立大学、菲
律宾加洛干市菲华商会的
大力支持下专门设立，旨
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中文
教育理念、中文核心知识

和中文教学技能，以满足
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在菲律
宾国民中小学承担中英双
语教学任务的需要。该项
目的成功启动将进一步推
动我校将优质中文教育资
源推广至当地政府、高校
及教育系统，通过语言服
务促进文化传播，打造我
校国际中文教育校际合作
及中文教学资源出口新模
式。（华侨大学供稿）

疫苗接种站人满为患洛杉矶华人网上预约接种疫苗难
【中新网17日讯】据美
国《世界日报》报道，在
美国，奥密克戎(Omicron)
变种病毒肆虐，疫情确诊
人数大幅攀升，曾经犹豫
打不打疫苗的民众蜂拥向
各地疫苗点。然而，很多
疫苗接种站人满为患，一
针难求，洛杉矶县华人聚
集地区预约时间大多要等
两周，不少网站预约让人

处处碰壁，连熟悉电脑的
人都大费周章，不会电脑
的民众更是预约无门。
“我这个周末上午花了
一个多小时，换了十多个网
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
预约上。”亚凯迪亚的林先
生表示，因新一轮疫情来势
凶猛，加上农历春节还将有
一堆朋友聚会，本来不急着
打加强针的妻子决定赶紧打

针，但没有想到现在预约那
么难，完全不是一个月前随
约随打的情形。
林先生说，因为年纪
较大且呼吸道系统慢性
炎症，第一时间就打了加
强针，当时随到随打，不
用排队。但现在帮妻子预
约完全跌破眼镜。林先生
首选洛杉矶县政府疫苗网
站，想着政府网站一定最

靠谱。可是，当他输入自
己的地址时，发现住家周
边的注射站，目前预约到
最早时间都在2月初，时间
较近的是在离家十几英里
外的惠提尔，而且也在十
天之后才有空位。
他 迫 不 得 已 转 到
Walgreen、CVS碰碰运
气，“连着好几个网站都
是要你输入个人信息，姓

名、地址、之前打疫苗的
时间，一些网站还要提供家
庭医生的名字和电话。”林
先生说，等他好不容易填
完这些，网站最后跳出“no
available”。他说，自己熟
悉电脑操作，预约尚且如此
艰难，真不知道那些不熟悉
电脑的人怎么办。
沈女士表示，她也是上
了政府网站和一些大药房网

站，预约不到合适时间后，
又跳出很多不同机构网站。
格兰杜拉两周前打完
加强针的李先生说，可能
当时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
还不是那么严重，他很快
得到预约机会，但在接种
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不愉
快。不过这次李先生坚持
要接种，最后店家只好给
他打了加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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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打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Chandra Asri 支持国家疫苗接种计划
【本报周孙毅报道】
PT Chandra Asri 石化
Tbk (Chandra Asri) 与
卫生部、西雅加达市政
府、307国际狮子会和
ABUPI合作，从1月12日
至2021年1月底举行加强
疫苗接种。
PT Chandra Asri 石
化 Tbk 经理 Edi Rivai
表示，Chandra Asri 的
支持旨在帮助雅加达政府
计划，特别是在雅加达西
部，加快居民的加强疫苗
接种，以避免COVID-19
的传播。

西雅加达市长
Yani
Wahyu Purwoko 也出席
了该疫苗接种计划，他在
致辞中对 Chandra Asri、
印度尼西亚狮子会 307A1 区和 ABUPI 的合作
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们一
直支持政府加快疫苗接种
的努力西雅加达计划。
当地政府继续与各方
密切合作，继续监测在省
一级都增加了COVID-19
传播的风险。 继续敦促
公众保持警惕，避开人
群，并始终佩戴口罩。让
我们邀请尚未接种疫苗

的兄弟姐妹立即接种疫
苗，”西雅加达市长Yani
Wahyu Purwoko 如此表
示。
据Meruya Selatan保健
中心负责人叶霓表示，
此次进行加强剂的目标是
给 Meruya selatan社区
居民，该社区的人数超
过10,000人，年龄在18
岁及以上，距离完成剂
量（2剂）已经超过六个
月，并且已经有加强剂可
以通过 Care Protect 应
用程序检查的疫苗票。
她补充说，这项疫苗

主办方为乐龄人士开展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接种计划的成功实施是
我们加速走出疫情的努

力之一，这不仅是政府的
责任，也需要包括私营部

门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支
持。

主办方代表与雅加达西区政府代表在活动现场合影。

Letkol (Purn) Ahmad 接受第三剂疫苗加强针后合影。

乐龄人士接受疫苗一景

雅加达德教会济锦善社在西爪哇Garut县

为残疾人进行义肢测量
【本报周孙毅报道】继
例行开展的社会慈善公益活
动，雅加达德教会济锦善社
(Yayasan Etika Moral Indonesia
简称YEMI)诸理事于本月15
日，在西爪哇Garut县Jalan
Patriot no 14,Sukagalih, Kec.
Tarogong Kidul,为来自贫困家
庭的残疾人免费进行义肢测
量活动。
本次活动是由YEMI与
Walubi（印尼佛教协会）
和Gepak（Gerakan
Peduli
Kehumanitarian）慈善机构
共同合作。Garut县社会服
务中心负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Gepak慈善机构
主席 Ai Widaningsih ，以
及YEMI 社长许国照（Alex
Tumondo）、副社长Brandy
、YEMI 青年部主任 Paul
Kosasih (许文华) 等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出席。
共有26名来自Garut
县、Purwakarta和
Tasikmalaya的残疾人受惠
获。据YEMI社长许国照表
示，此次YEMI再度为当地
贫民残疾人免费提供义肢
计划，并事先进行义肢测

量，希望通过这种义肢辅
助装置能够支持残疾人在
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力。
许国照同时感谢善信人
士大力支持为残疾人捐赠义
肢。Garut县社会服务中心负
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
和Gepak慈善机构主席
Ai

许国照社长和Drs. H. Aji Sukarmaji、Ai Widaningsih、许文华
等在活动现场。

为残疾人进行义肢测量。

Widaningsih 叶分别发言，
对YEMI的爱心奉献表示赞
赏，并感谢许国照社长 和
YEMI 提供的帮助。
Ai Widaningsih称，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
各项活动曾停顿下来，造
成无法给予残疾人提供援

助，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
它，实在令人深感欣慰。
她说，此次为受援者安装
义肢的过程计划于2022
年2月16日举行，以配合
Garut县周年纪念日。
当天，除了为残障人
士量足外，YEMI还提供了

100个爱心包裹。YEMI辅
导主席为DR.Eddie Kusuma
SH.MH(伍瑞章)。该会还
开展其他公益活动，即为
火灾、自然灾害和其他受
害者提供援助。然后举行
了献血和大规模疫苗接种
等工作。

许国照社长在Garut县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Drs. H. Aji Sukarmaji，Gepak慈善机构主席 Ai
Widaningsih陪同下向残疾人赠送爱心包裹。

义肢测量一景。

主办方和残疾人合影。

促进中菲国际中文教育合作

华侨大学·菲律宾加洛干市立大学中文课程全体大会召开
“学习汉语真的很难，
但很有趣。在我们汉语老
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
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
学会汉语。相信在未来，
汉语一定会让我们受益，
成为我们在职场上的优
势。” 来自菲律宾加洛干
市立大学的马文渊说道。
1月12日,预科教育学
院召开“华侨大学·菲律
宾加洛干市立大学复合型

人才培养项目”期末总结
大会，共同回顾总结一学
期以来线上中文学习的成
果，表彰优秀学员。
班主任刘珊杉老师总
结到，经过短短4个月的
学习，同学们从拼音起步
到掌握较为复杂的语法，
在每周课时量有限的条件
下，同学们参加HSK二级
模拟考试已全部通过，大
家的中文学习取得了很大

进步，这是学校、老师、
同学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班主任彭冰说，“好的开
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保
持初心，继续努力，一定
能在学习汉语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会上颁发了“学习标兵
奖”“优秀作业奖”“优秀
笔记奖”“全勤奖”“勤奋
奖”等，表彰学习典范。
自2021年9月开始，预

科教育学院为加洛干市立
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专业
开设中文学分课程，包括
中文基础、中文实践、中
文词汇、教学实践和当代
中国专题课程等，首批学
员涵盖该专业四年级学生
32名和一年级学生30名。
为促进中菲大学生学习交
流，学院还专门成立中菲
学生云牵手学习小组，由
华侨大学学生助教与菲律

宾大学生开展朋辈交流，
增进中菲大学生友谊，促
进文化交流互鉴。
据悉，该项目是为满
足菲律宾加洛干地区中文
教育人才的培养需求，在
菲律宾加洛干市政府、菲
律宾加洛干市立大学、菲
律宾加洛干市菲华商会的
大力支持下专门设立，旨
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中文
教育理念、中文核心知识

和中文教学技能，以满足
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在菲律
宾国民中小学承担中英双
语教学任务的需要。该项
目的成功启动将进一步推
动我校将优质中文教育资
源推广至当地政府、高校
及教育系统，通过语言服
务促进文化传播，打造我
校国际中文教育校际合作
及中文教学资源出口新模
式。（华侨大学供稿）

疫苗接种站人满为患洛杉矶华人网上预约接种疫苗难
【中新网17日讯】据美
国《世界日报》报道，在
美国，奥密克戎(Omicron)
变种病毒肆虐，疫情确诊
人数大幅攀升，曾经犹豫
打不打疫苗的民众蜂拥向
各地疫苗点。然而，很多
疫苗接种站人满为患，一
针难求，洛杉矶县华人聚
集地区预约时间大多要等
两周，不少网站预约让人

处处碰壁，连熟悉电脑的
人都大费周章，不会电脑
的民众更是预约无门。
“我这个周末上午花了
一个多小时，换了十多个网
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
预约上。”亚凯迪亚的林先
生表示，因新一轮疫情来势
凶猛，加上农历春节还将有
一堆朋友聚会，本来不急着
打加强针的妻子决定赶紧打

针，但没有想到现在预约那
么难，完全不是一个月前随
约随打的情形。
林先生说，因为年纪
较大且呼吸道系统慢性
炎症，第一时间就打了加
强针，当时随到随打，不
用排队。但现在帮妻子预
约完全跌破眼镜。林先生
首选洛杉矶县政府疫苗网
站，想着政府网站一定最

靠谱。可是，当他输入自
己的地址时，发现住家周
边的注射站，目前预约到
最早时间都在2月初，时间
较近的是在离家十几英里
外的惠提尔，而且也在十
天之后才有空位。
他 迫 不 得 已 转 到
Walgreen、CVS碰碰运
气，“连着好几个网站都
是要你输入个人信息，姓

名、地址、之前打疫苗的
时间，一些网站还要提供家
庭医生的名字和电话。”林
先生说，等他好不容易填
完这些，网站最后跳出“no
available”。他说，自己熟
悉电脑操作，预约尚且如此
艰难，真不知道那些不熟悉
电脑的人怎么办。
沈女士表示，她也是上
了政府网站和一些大药房网

站，预约不到合适时间后，
又跳出很多不同机构网站。
格兰杜拉两周前打完
加强针的李先生说，可能
当时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
还不是那么严重，他很快
得到预约机会，但在接种
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不愉
快。不过这次李先生坚持
要接种，最后店家只好给
他打了加强针。

娱乐 HIB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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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咏麟单曲《莫名的泪》上线

触发情感共鸣

“校长”谭咏麟单
曲《莫名的泪》正式上
线。该曲改编自汪峰早
期情歌《当我想你的时
候》，在原曲Band Sound
风格中融入多元音乐元
素，以粤语重新演绎，
深挚思念贯穿全曲。校
长醇厚深沉的唱腔，将

故事感呈现到极致，既
有对往事难追的慨叹，
又有历经岁月打磨后的
释然。
作为华语乐坛代表人
物之一，谭咏麟从60年
代活跃至今，唱过无数
备受乐迷喜爱的劲歌金
曲，发行专辑百余张，

屡创白金唱片成绩。校
长对音乐风格的掌控力
十分卓越，情歌更是其
游刃有余的领域。初
次听罢《当我想你的时
候》，校长便很欣赏汪
峰的演绎，此次有契机
改编这首歌，相信会
带给听众全新的音乐体
验。录音过程中，校长
很快进入状态，只用两
遍便抓准情绪与感觉，
顺利完成录制，最终效
果也令人满意。由于情
绪过于投入，校长一度
难以控制声线，唱到透
不过气，但与监制讨论
后，双方一致决定保留
录音时的瑕疵，以最真
实的状态传递情绪，是
《莫名的泪》可贵之
处。
MV拍摄也为校长留下
了深刻印象，首次抽离
第一视角，以旁观者及

暖心歌声记录追梦成长心境
悟，这世界没有真正的感
同身受，或有人与我短暂
同行，但四季更迭，最后只
剩自己，也正如同他在歌词
里所写“成人世界的难度要
我自我面对”。温暖的歌声
承载着无数个孤军奋战的日
夜，在自由跳动的音符间如
幻灯片般一一穿梭，在带给
听众丰富的听觉层次感同时
引发强烈的内心共鸣，也让
我们在无边黑夜中感受获得
一股温暖的力量。
歌曲《寂》悉心记录了
罗景文这些年来在追梦音
乐道路上的心境，展现了
一直以来乐观、积极的罗
景文在内心深处细腻、柔
软的一面，见证了他一路

YG娱乐公司男团TREASURE

公布回归预告照

讲述者的身份，观察当
代情侣间不同的相处模
式和情感状态，是一次
新奇有趣的体验。视听
双维度诠释歌曲释义，
也在保留原作内核的基
础上，加深了赏听时的
代入感。校长表示，希
望这首歌可以触发大家
内心共鸣，为冬日带来
一丝温暖。
1月14日，校长在湖南
卫视热播综艺《时光音
乐会》中首次演唱《莫
名的泪》，往事与现实
交叠，思念在旋律中铺
展，令听众动容。年年
廿五岁，永远对热爱的
事业心潮澎湃，在镁光
灯下拥抱音乐，是谭咏
麟一向给乐迷的印象。
音乐探索之路漫漫未
止，期待校长带来更多
作品，持续为乐坛注入
能量。

罗景文全新原创单曲《寂》上线
全能少年罗景文2022全
新原创单曲《寂》正式上
线，歌曲由罗景文亲自作
词，在极富律动感的旋律
中动情讲述着追梦成长道
路上的孤独、彷徨时刻，
以及在一次次历练后不断
强大的内心变化，引发了
听众们无限的情绪共鸣。
当黑暗逐渐把你包围，
你是否感到无助 彷 徨 ？ 在
罗景文自然而动感的说唱
中，过往的孤独时刻仿佛
历历在目，有时我们为了
得到，好像失去的更多，
曾经的美好，狂妄与理想
都已成为记忆中的碎片。
罗景文用真切的歌声记
录着成长路上的孤独与感

第9版

韩国YG娱乐公司男团
TREASURE今天发布回归预
告 照， 引 起了 全 球粉 丝 的
关注。
今天零点发布到YG娱
乐公司官方博客的这张
预告照是TREASURE十二
名成员统一身着白色服

装站在多彩的背景前，
每个人细腻的造型和充
满自信的表情让人印象
深刻。
TREASURE将于2月15日
推出最新迷你专辑《THE
SECOND STEP : CHAPTER
ONE》。

宋智雅经纪公司回应假货争议

说的话等于没说
以来不断成长、不断强大
的心路历程。追梦的道路
上总会遇到无数坎坷与孤
独难熬的时刻，总有一些

时刻需要独自面对，而罗
景文也希望用歌声告诉大
家，别害怕，只要坚持，
就能看见光！

道枝骏佑主演《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希望不留遗憾

道枝骏佑主演《金田一少年
事件簿》
据日本媒体报道， 四
月开播日本台剧集《金田
一少年事件簿》宣布由浪
花男子道枝骏佑主演，这

是根据天树征丸和金城阳
三郎创作人气同名漫画改
编日剧系列继2014年7月
播出的《金田一少年事件
簿N（neo）》之后的新
作，道枝骏佑希望剧中不
留遗憾地发挥演技。
此前堂本刚、松本润、
龟梨和也、山田凉介都扮演
过该系列主人公金田一，此
次与道枝骏佑合作的导演是
执导《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香
港九龙财宝杀人事件》、《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N（neo）
》的木村尚，编剧由川边优
子和大石哲也担任。
道枝骏佑说：“刚接
到这次工作时我忍不住大
哭，12岁时我在电视上看
到第四代金田一山田凉介
非常崇拜他，所以才把自
己的履历交给杰尼斯事务

所，所以金田一是让我进
入杰尼斯事务所的契机，
也是我进入杰尼斯之后一
直最想挑战的作品，历经
七年实现梦想真的太开心
了。现在正为拍摄经准备
工作，穿上戏服才真实感
觉到我要演金田一了，内
心很紧张不安，但是期待
更多。这是一部有历史的
系列作品，初代堂本刚和
二代松本润的版本在我出
生前就播出了，但是我看
过他们，每一位都很棒，
我会认真接过前辈们的接
力棒，希望不留遗憾地
发挥演技。我不会去模仿
前辈们，而是要演出有我
独特之处的金田一，现在
我自己也想象不到会是怎
样的金田一，和工作人员
聊过很多，我会继续认真

思考，打造属于我的金田
一。”这是道枝骏佑首次
单独主演日剧，非常渴望
能完成好这部作品。
制作人庐山裕子说：“
从1995年第一季到现在
27年了，重温这部作品
发现原著中计划猎奇犯罪
的凶手们的动机其实是充
满爱和悲伤的，让我真实
感受到作品超越时代的闪
光点。这次主演是道枝骏
佑，第一次认识他是2017
年日剧《成为母亲》，当
时14岁的他说因为看了金
田一才进入演艺圈让我很
吃惊，现在他成为第五代
金田一感觉缘分真奇妙。
这次的金田一会回归日本
恐怖悬疑作品的原点，虽
然恐怖却让大家好奇忍不
住看下去，敬请期待。”

韩国网红艺人宋智雅
近日被爆料穿戴假货，
对此其经纪公司表示将
尽快做出回应。
近 日 有 网 民 爆 料
宋智雅在《单身即地
狱》中佩戴过的某品
牌项链无论是尺寸还
是细节均与正品不符，
可以确认是假货。随后
有更多网民指出宋智雅
平时所穿的名牌服装，
有的是品牌方根本没有
出过的款式，有的则
是已经停产几十年，

现在根本买不到的款
式 ， 均 有 假 货 的 嫌
疑。爆料网民表示，
假 货 涉 嫌 侵 知 识 产
权，宋智雅作为2019
年就有了经纪公司的
模特及艺人，屡屡穿
戴假货出席公开活动
让人无法理解。
对于来自网上的质
疑，宋智雅的经纪公司
今天表示暂时还没有官
方回应，公司将尽快整
理立场并对网上的质疑
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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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新华社北京17日讯】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北京出
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习近平首先指出，
再过两周，中国农历
虎年新春就要到来。
在中国文化中，虎是
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中国人常说生龙活
虎、龙腾虎跃。面对
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
战，我们要如虎添翼、
虎虎生威，勇敢战胜前
进道路上各种险阻，
全力扫除新冠肺炎疫
情阴霾，全力促进经
济社会恢复发展，让
希望的阳光照亮人类！
习近平强调，当今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这场变
局不限于一时一事、
一国一域，而是深刻
而宏阔的时代之变。
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
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如何战胜
疫情？如何建设疫后世
界？这是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
紧迫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强调，“天
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
之治不进则退。”世界
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
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
界。纵观历史，人类正
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
中成长、在克服一场
场危机中发展。我们
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
中前进、在时代发展
的潮流中发展。要善于
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
中进行思考，又要善
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
的变化，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凝聚起战胜困难
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第一，携手合作，
聚力战胜疫情。事实再
次表明，在全球性危机
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
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
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
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
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
顶住惊涛骇浪。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是战胜

疫情的唯一正确道路。
任何相互掣肘，任何无
端“甩锅”，都会贻误
战机、干扰大局。世
界各国要加强国际抗
疫合作，积极开展药
物研发合作，共筑多
重抗疫防线，加快建
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特别是要用好疫
苗这个有力武器，确
保疫苗公平分配，加
快推进接种速度，弥
合国际“免疫鸿沟”
，把生命健康守护好、
把人民生活保障好。
第二，化解各类风
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
复苏。世界经济正在走
出低谷，但也面临诸多
制约因素。我们要探索
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的经济增长新动能、社
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往
来新路径，推进跨境贸
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畅通，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走
稳走实。世界各国要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
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
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
钩，推动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
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
来。推动世界经济走出
危机、实现复苏，必须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主
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
意识，强化系统观念，
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
享，协调好财政、货币
政策目标、力度、节
奏。主要发达国家要采
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
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
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
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
用，凝聚国际共识，增
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
性风险。
第三，跨越发展鸿
沟，重振全球发展事
业。全球发展进程正在

遭受严重冲击，人类发
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
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因
疫返贫、因疫生乱，发
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
生活困境。不论遇到什
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促进发展、保障
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
的突出位置，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促进现有发展
合作机制协同增效，
促进全球均衡发展。
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在
发展框架内推进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落实《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
次缔约方大会成果。发
达经济体要率先履行减
排责任，落实资金、技
术支持承诺，为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
现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
条件。全球发展倡议是
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
品。中国愿同各方携手
合作，共同推进倡议落
地，努力不让任何一个
国家掉队。
第四，摒弃冷战思
维，实现和平共处、互
利共赢。当今世界并不
太平，煽动仇恨、偏见
的言论不绝于耳，由此
产生的种种围堵、打压
甚至对抗对世界和平安
全有百害而无一利。历
史反复证明，对抗不仅
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
灾难性后果。搞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谁也保
护不了，最终只会损
人害己。搞霸权霸凌，
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
和分歧，但搞你输我赢
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
的。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才是人间正道。不同
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
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
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
我们要顺应历史大势，
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
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要坚持对话而不对
抗、包容而不排他，
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反对一
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
习近平强调，去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艰苦
奋斗，在国家建设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上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期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如期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现在踏上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中国将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势头
良好，去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8%左右，
实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
通胀的双重目标。虽然
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
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但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我们对
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
满信心。中国明确提
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将为此在
各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将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
变化，中国都将高举改
革开放的旗帜。中国将
继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毫不
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中国将建设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确保所有企业
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
在市场面前机会平等。
中国欢迎各种资本在中
国合法依规经营，为
中国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中国将继续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稳
步拓展规则、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落实
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
——中国将坚定不
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
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
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
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
以赴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力以赴加强污染
防治，全力以赴改善人
民生产生活环境。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
庄严承诺。中国将践信
守诺、坚定推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将
破立并举、稳扎稳打，
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
过程中逐步有序减少传
统能源，确保经济社会
平稳发展。中国将积极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合作，共同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浙江2021年GDP破7万亿元大关 增长8.5%
【中新社杭州17日讯】
2021年，浙江全省生产
总值7.35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增长
8.5%，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14%，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增长9.2%
、10.4%。
浙江省代省长王浩
17日在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公布上述数据。
浙江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先发地，2021年，
浙江加快推进“5G＋工
业互联网”工程，启动
实施36个产业集群新智
造和33家“未来工厂”
试点，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增长20%。

2022年，浙江全力推
动数字经济积厚成势。
王浩表示，要深化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做大做强数字安防、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和
智能光伏等产业，推进
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
未来产业发展，力争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增长12%。大力推进传
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
新增“未来工厂”15
家、智能工厂150家。
办好首届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加快打造全球
数字贸易中心。
浙江厚植开放优
势，加速与全球经济“
共舞”。
报告称，2021年浙江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自贸试验区创
新发展，跨境电商、数字
服务贸易 等 外 贸 新 业 态
蓬勃发展，外贸进出口
总额跃居中国第三，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16.2%
，“义新欧”中欧班列
增长36%。宁波舟山港
货物吞吐量连续13年全
球第一，成为全球第三
个3000万级集装箱大港
和第六大加油港。
2022年，浙江将高
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推动舟山片区做强
油气全产业链、建设大
宗商品资源配置高地，
推动宁波片区锻造世界
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建
设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推动杭州片区建设数字
贸易示范区、国际金融
科技中心、数字物流先
行区，推动金义片区打
造世界小商品之都。
浙江还将支持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
作示范区创新发展，实
施“丝路领航”三年行
动计划，争创长三角中
欧班列集结中心，为服
务“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提供有力支撑。
从“制造大省”
向“制造强省”跃升，
报告指出，2022年浙
江将实施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实现制造业投资
增长10%，其中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12%
以上。同时，浙江将着

力强化创新驱动，加快
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
地。
浙江将聚焦三大科
创高地建设，实施重大
科研平台设施建设千亿
工程，省级用于科技创
新领域的资金增长40%
；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新增创新型领军企
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
4000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8000家等。
2022年，浙江主要
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
增长6%左右，研发投
入强度达到3%，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
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倍
差持续缩小等。

2021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超1200万人 调查失业率均值下降至5.1%
【中新社北京17日讯】
2021年中国就业规模持
续扩大，且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较上年
有所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17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2021
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
1269万人，比上年增
加83万人。全年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上年平均值
下降0.5个百分点。
这两项指标均好于预

期目标，即：2021年，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
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平均5.5%左右。
宁吉喆认为，主要由于
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是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就业
岗位，奠定了就业的基
础。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8.1%，四季度经济同
比增速虽放缓至4%，
但是两年平均增长达
5.2%，比三季度的两
年平均4.9%加快0.3个
百分点。

二是就业优先政策发
力显效。一系列援企稳
岗帮扶政策，对高校毕
业生、农村外出务工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都产
生了积极作用。2021年
农民工总量是29251万
人，比2020年增加691万
人。2021年已经超出了
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同时，去年下半年以
来，外来农业户籍人口
调查失业率能够保持在
5%以下的较低水平。
三是新就业形态蓬
勃发展。各种灵活的就

业模式吸纳了许多劳动
力就业。目前中国灵
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
2亿人左右。据调查，
一些平台外卖骑手达到
400多万人；在平台上
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
员160多万人，比上年
增加近3倍。
四是部分行业用工
增加较多。尽管有些行
业就业人数有所减少，
比如一些服务业、制
造业、建筑业，但是如
批发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

居民服务业等就业人
员是增加的，支持了
总体就业稳定。
对于失业率，宁吉
喆表示，调查失业率反
映部分人员暂时退出了
劳动力市场。目前公布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面
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
如果农民工回到农
村，就不属于城市劳
动力市场，就在农村接
受劳动力调查。目前全
国调查失业率总体上比
城镇调查失业率还要
低一些。

第10版
人民币：2,297.32
简讯

新加坡币：10,614.00

简讯
2021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17日讯，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17日披露的数据，2021年中国
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
份额提升，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
示，2021年，全国造船完工量3970.3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0%，其中海
船为1204.4万修正总吨；新接订单量
670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31.8%
，其中海船为2401.5万修正总吨。
截至12月底，手持订单量9583.9万
载重吨，比2020年底手持订单量增长
34.8%，其中海船为3609.9万修正总
吨，出口船舶占总量的88.2%。2021
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
继续保持世界领先，造船完工量、新
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
别占世界总量的47.2%、53.8%和
47.6%，与2020年相比分别增长4.1
、5.0和2.9个百分点。中国造船企
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
各有6家企业分别进入全球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前10
强。产业集中度保持在较高水平，造
船完工量前10家企业占全国总量的
69.3%；新接订单量前10家企业占
69.3%；手持订单量前10家企业占
69.5%。（中新社）

2021年中国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约增长一成
中国国家能源局17日发布的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显示，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83128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0.3%，较2019年同期增长
14.7%，两年平均增长7.1%。据介
绍，2021年全社会用电走势符合用
电量波动通常大于经济波动的规律，
从电力视角印证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健
恢复、稳中向好，彰显了强大的韧
性与活力。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
量10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4%
；第二产业用电量5613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9.1%；第三产业用电量
142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174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7.3%。业内分析，第
一、二产业用电量的高速增长充分展
现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增强，展现出
中国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坚定步伐。第三产
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之最，这进一
步印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需求
结构稳定改善。（中新社）

中方：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汤加提供10万美元
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
17日讯，汤加海域发生火山爆
发，造成严重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十分关注汤加火山爆发引发的灾
情，对灾害造成严重损失向汤加政府
和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中
国红十字会决定向汤方提供10万美
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中方将
根据灾情和汤方需要进一步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我们相信汤加政府和人
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美好
家园。”赵立坚说。（中新社）

中方谈汤加火山爆发：
愿应汤方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1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16日就汤加火山爆发答记者问时表
示，中方向汤加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
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愿应汤方要求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汪文斌
说，中方十分关注汤加火山爆发并引
发海啸、火山灰等灾害。中国驻汤加
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方了
解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
国公民伤亡的报告。汪文斌表示，中
国和汤加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向汤
加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
的慰问，愿应汤方要求提供力所能及
的支持和援助。（中新社）

江西预计202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17日在南昌开幕。江西省
代省长叶建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表示，2021年江西预计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8.8%，人均GDP突破1万美
元。叶建春称，2021年江西外贸进
出口增长23.7%，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8.1%，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分别为23.2%、38.5%左
右。叶建春表示，江西省2022年的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0%以上，实际利用外资
增长6%左右。（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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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法比尼奥破僵南野拓实建功

利物浦3-0升至第2
【网易体育17日讯】英
超联赛第22轮，利物浦坐镇
安菲尔德主场迎战布伦特福
德。上半场临近尾声阶段法
比尼奥头球破门，利物浦半
场1-0领先。下半场张伯伦
和南野拓实各入一球，利物
浦最终3-0大胜对手，积分
达到45分，超越43分的切尔
西，排名升至第二，落后领
头羊曼城11分。布伦特福德
继续在第14位。
本场比赛前，利物浦排名
第三，少赛2场落后榜首曼
城14分，与第二名切尔西只
有1分之差。布伦特福德排在
第14位。本场比赛是克洛普
执教红军的第350场比赛。克
洛普的首发，防线范戴克搭
档马蒂普站在中间，阿诺德
和罗伯逊在两翼。中场法比
尼奥、亨德森和琼斯搭档。
马内和萨拉赫征战非洲杯缺
阵，张伯伦首发位置前提，
和若塔以及菲尔米诺组成锋
线，周中联赛杯表现糟糕的
南野拓实重回替补席。
利物浦（433）：1-阿
利松/66-阿诺德、32-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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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超杯-摩德里奇+本泽马破门

10人皇马2-0夺冠
【新浪体育17日讯】2021西班牙超级杯
决赛展开争夺，皇家马德里2比0取胜毕尔
巴鄂竞技，摩德里奇和本泽马进球，米利
唐被罚下，库尔图瓦扑出点球。皇马第12
次夺得超级杯。

蒂普、4-范戴克、26-罗伯
逊/3-法比尼奥、14-亨德
森、17-柯蒂斯-琼斯/15张伯伦（74’18-南野拓
实）、20-若塔（82’49戈登）、9-菲尔米诺
（78’7-米尔纳）。
布伦特福德（352）
：40-A.费尔南德斯/20阿耶尔、18-彭图斯-扬
森、5-平诺克/30-拉斯
姆森、27-雅内尔特、6诺尔高、26-巴普蒂斯特
（68’11-维萨）、3-里
科-亨利（49’7-卡尼奥
斯）/17-伊万-托尼、19姆贝乌莫 （75’8-马蒂亚
斯-延森）。

意甲-新援处子秀造点+破门!

罗马1-0卡利亚里止连败
【网易体育17日讯】意
甲联赛第22轮焦点战，罗马
主场对阵卡利亚里。上半场
第31分钟，奥利维拉制造点
球 ，并 成功操刀命中，打
进全场唯一进球，这是他的
罗马处子秀处子球。最终，
罗马主场1-0小胜卡利亚
里。22场比赛，罗马拿到35
分，排第6。
罗马在历史上和卡利亚
里交手87次，打进132球丢
104球，拿到了37胜28平21
负的好成绩。在主场同卡利
亚里的42场比赛中，罗马21
胜16平5负，过往战绩优势
明显。主场对阵卡利亚里，
穆里尼奥采用了433阵型，
新援奥利维拉首发登场，上
演罗马处子秀。出场名单：
罗马（433）：1-帕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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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5-比尼亚、23-小曼奇
尼、24-昆布拉、15-奈尔斯
（第90分钟，75-卡拉米特
西斯）/27-奥利维拉、77姆希塔良、17-韦勒图（第
90分钟，52-博维）/9-亚伯
拉罕、22-扎尼奥洛（第85
分钟，2-卡斯多普）、64菲利克斯（第74分钟，14肖穆罗多夫）。
卡利亚里（442）：28克拉尼奥/3-格尔达尼
亚、15-阿尔塔雷（第87分
钟，19-加利亚诺）、25扎帕、29-达尔伯特（第
80分钟，22-利科吉安尼
斯）/44-卡波尼、8-马
林、14-德奥拉、20-佩雷
罗（第68分钟，18-南德
斯）/10-佩德罗、30-帕沃
莱蒂。

皇马上赛季就曾在超
级杯半决赛上负于毕尔
巴鄂，这是皇马在双方
近15次交锋中的唯一败
绩，其余14场10胜4平。
此前11次夺得超级杯的
皇马第17次参加决赛，
而第6次参加决赛的毕尔
巴鄂期待卫冕并第4次夺

冠。阿拉巴回到首发，卢
卡斯和罗德里戈轮换出
场。
皇马(4-3-3)：1库尔图瓦；17-卢卡斯
(91',6-纳乔)，3-米
利唐，4-阿拉巴，23门 迪 ； 1 0 - 摩 德 里
奇，14-卡塞米罗，8-

克罗斯；21-罗德里戈
(64',15-巴尔韦德)

，9-本泽马，20-威尼修
斯(86',12-马塞洛)。

北京冬奥村内相关人员接种疫苗率接近100%
【新浪体育17日讯】“北京冬奥
运村内几乎每名选手都会接种新冠
疫苗。”英国媒体“赛场内幕”15
日援引国际奥委会（IOC）的明确表
态称，北京冬奥会运动员村内相关
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率接近100%。
国际奥委会没有透露确切数字，
但确信几乎每名选手都会接种新冠
疫苗，因为“只有完全接种疫苗或
获得医学专家小组有效医疗豁免的
人，才能直接进入2022年北京冬奥
会闭环系统”。
国际奥委会并未将疫苗接种作
为参加北京冬奥会比赛的强制性要
求，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在进入闭

环管理前隔离21天。
此前，索契冬奥会冠军、瑞士滑
雪名将库默尔公开表示自己因个人
原因未接种疫苗，将在进入闭环前

进行三周隔离。俄罗斯也有7名未满
18岁的花样滑冰选手未接种疫苗。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波兹尼
亚科夫称，经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会确认，未满18岁的运动员
即使未接种疫苗也不会被隔离，可
直接进入闭环管理。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对北京冬奥会组织者
实施的新冠病毒预防措施“充满信
心”，预计传播风险不会增加。此
外，国际奥委会上周概述了前往奥
运会的人员应遵守的其他措施，包
括在出行前五天避免前往人群密集
地，如酒吧和餐馆。

意甲-汉达扑单刀 国米0-0亚特兰大止8连胜!2分领跑
【网易体育17日讯】意
甲联赛第22轮，国际米兰
客场对阵亚特兰大。汉达
诺维奇下半场比赛扑出穆
里尔单刀球，两队整场比
赛均未能取得进球，最终
比分定格在0-0，蓝黑军
团止步8连胜。本轮比赛
过后国米积50分，暂时以
领先积分榜第2名AC米兰2
分的优势排在榜首。国米
和亚特兰大在意甲联赛中
交锋过121次，国米64胜
33平24负占据上风。两队

最近8次对阵中国米和亚
特兰大5次战平，其余3场
比赛蓝黑军团2胜1负。
国际米 兰（352）
：1-汉达诺维奇/95巴斯托尼（82'6-德
弗赖）、37-什克里
尼亚尔、33-丹布罗西
奥/14-佩里西奇、20恰尔汗奥卢（66'22-比
达尔）、77-布罗佐维
奇、23-巴雷拉、36达米安（66'2-邓弗里
斯）/9-哲科（82'10-

劳塔罗-马丁内斯）、7桑切斯（66'19-华金科雷亚）。
亚特兰大（433）：1穆索/13-朱塞佩-佩泽
拉、28-德米拉尔、6帕罗米诺、19-吉姆希
蒂/11-弗鲁勒、7-库普
梅纳斯、15-德容恩/88帕萨利奇（90'77-扎
帕科斯塔）、9-穆里尔
（86'99-皮科利）、32佩西纳（77'59-米兰楚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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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

久坐是如何伤脾的
脾主肌肉，缺乏运动者肌肉失于濡养，容易生痰
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主任 徐陆周
最近，电视剧《理想之
城》正在热播，剧中养生
达人徐知平办公室放了不
少中药，凡来他办公室谈
事，他都要请他们喝养生
茶。他有句台词“来来，
久坐伤脾，喝杯养生茶”
。“久坐伤脾”，中医有
没有这种说法？哪些人容
易“伤”？中医怎么破？
中医的“脾”属于人
体五脏之一。《素问·太
阴阳明论》说：“脾与胃
以膜相连”，脾胃之间功
能不可分割，脾的主要生
理功能是主运化、统摄血
液，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
主受纳、腐熟水谷。脾胃
是人体对食物进行消化、
吸收并输布其精微的主要
脏器，生命活动依靠脾胃
运化的水谷精微，因此脾
胃被称为人体“后天之
本”。
人体脏腑功能以气机运
动为主要形式。 脾胃居人
体中部，属于中焦，脾气
升举而胃气通降。因此，
脾胃是五脏六腑气机升降
的枢纽，作用非常关键，
一旦“脾虚”则全身各个

系统都会出问题，主要包
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造血系统、泌
尿生殖系统及身体运动机
能。而脏腑器官功能变
化，往往是疾病开始的前
期，是从亚健康向疾病的
过渡时期。
脾虚的人，通常有6
个异常症状，要引起重
视。1.大便不成形。脾
虚患者的消化能力受到影
响，就会有大便稀溏等表
现，同时多伴有腹胀。如
果排便过程中发现大便黏
腻、不成形，可能和脾虚
有关。 2.疲劳乏力。脾虚
者气血往往不足，湿气偏
重，表现为身体疲劳、乏
力困重。3.身体肿胀感。
脾虚无法运化体内水分，
水湿潴留在肌表之间，人
容易出现浮肿情况。尤其
是睡前饮水多，造成晨
起眼睑肿胀感等情况出
现，要看看是否和脾虚有
关。4.抵抗力下降。人若
脾虚，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能力就会下降，当营养不
足，身体卫外能力自然受
限，抵抗力受影响，外邪

容易入侵，导致爱感冒、
腹泻等。5.面色萎黄。脾
虚后，气血生化不足，容
易出现面色萎黄、口唇色
淡等情况。6.怕冷。脾虚
者大多怕冷，不耐冷风空
调，容易腹部发凉。中医
认为“脾主四肢”，尤以
手足最怕凉。
哪些人容易“脾虚”？
一是缺乏运动的人群。“
久坐伤脾”这句话出自中
医《黄帝内经·素问》
的“宣明五气篇”——“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
久坐伤肉，久立伤骨，
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
伤。”“久坐伤肉”中
的“伤肉”其实伤的是
脾。中医的脾主肌肉，运
化精微供养肌肉，动能生
阳，有助输布脾化生的精
微，对健脾有利。而久坐
者缺乏运动，肌肉失于濡
养，脾运化的精微不能
输布，聚而生痰成为脂
肪，反过来累及脾。二是
情绪压力大经常熬夜的人
群。中医讲“思虑伤脾”
，思则气结，气机运动枢
纽转化运动不利，导致脾

气不能通畅，久则伤及于
脾。经常熬夜，尤其是许
多年轻人，一方面是因工
作忙碌，加班熬夜，另一
方面则是娱乐过度，如玩
手机、打游戏等，熬夜不
睡，身体无法得到更好的
休息，脾脏自然也休息不
了，容易出问题。三是过
度减肥的人群。过度饥饿
非常容易出现营养不良，
导致脾本身没有足够的营
养供给，从而导致脾虚。
如何应对“脾虚”？首
先，饮食养脾。不吃生冷
过度，不饥饱失调，饮食
规律，搭配合理，营养均
衡。可用食疗养护脾胃，
推荐一个食疗方——山药
薏米芡实粥。山药可补五
脏，益气养阴；薏米健脾
而清肺；芡实健脾补肾，
有收敛固脱之能。平时还
要常吃些有养脾功效的食
物，比如粳米、糯米、豇
豆、白扁豆、牛肉、鲫
鱼、大枣、花生、栗子、
藕、香菇、玉米、马铃

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胡献国
脱肛多见于儿童及老年人。中医认
为，肺主气，与大肠相表里，脾肺亏虚
则胃肠失摄，易发生下陷脱垂，因此，
健脾补肺、升阳益气是主要治疗原则。
临床观察发现，“参芪白术枣皮粥”对
脾肺气虚下陷导致的脏器下
垂，如胃下垂、
直肠脱垂(即脱
肛)、子宫脱
垂、痔疮脱出
等，都有明显治
疗效果。
具 体 为 ： 党
参 、 黄 芪 、 白
术、枣皮各10克，
大米100克，白砂糖适
量。将党参、黄芪、白术择
净，水煎取汁，同枣皮、大米煮粥，
待粥熟时，调入白砂糖，再煮一二沸即
成，每日1剂。剩余药渣水煎取汁坐浴，
每日2次，每次10~30分钟。
党参有补中益气功效，主治因脾肺气

虚导致的病证，《本草正义》言其“力
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
黄芪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可补
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托毒生
肌，为补中益气要药。《名医别录》言
其“补丈夫虚损，益气，利阴气”。白
术
甘苦性温，归脾、胃
经，能补气健
脾、燥湿利水、
固表止汗、益
气安胎。枣皮即
山茱萸，其味
酸，性微温，
质润，可补益肝
肾、收敛固涩、益精
助阳，为平补阴阳的
要药。大米善补中益气、除
烦止渴，《食鉴本草》言其“
补脾，益五脏，壮气力，止泄痢”。诸
药合用，有健脾补肺、益气升阳、温肾
固涩的功效。配以药浴，药物可直达病
所，效果不错。▲

家庭医生

通过睡眠给痒分级
深圳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任 王 俐
对于存在皮炎、湿疹、
皮疹等疾病的人群来说，
瘙痒可能是最主要症状 ，
也是发病的先兆。一旦痒
起来，让人不挠不快，不
少人会陷入“痒-挠-痒”
的恶性循环。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
性、复发性、炎症性皮
肤病，伴有显著的瘙痒症
状，往往来源于炎症性皮
损，尤其好发于肘、腕、
面颈部，但不同年龄的发
病位置有所不同。疼痛有
分级，瘙痒却因每个人的
忍耐力不同而很难说清痒
的程度。搔抓大多发生在
前半夜，对睡眠会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
以用睡眠状况来衡量瘙痒
的严重程度，以帮助患者
科学管理。
不影响睡眠的瘙痒为轻
度。患者可以外用治疗为
主，比如洗浴后使用含抗

瘙痒成分的润肤剂。建议
洗浴温度在32℃~37℃，
洗浴时间为5~10分钟，以
每日或隔日 1次为宜；选
用低敏、无刺激的保湿润
肤剂，pH
值最好接近正
常表皮（约为6）；无论
是否瘙痒，每日至少使用
2次，且在沐浴后立刻使
用。儿童每周至少全身使
用100克保湿剂，成人至
少250克。在炎症相对较
重的部位，患者可先停用
润肤剂，使用弱中效糖皮
质激素或钙调磷酸酶抑制
剂，直到炎症缓解。儿童
患者或面部、眼睑、皮肤
皱褶处等敏感部位，优先
使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
有一定止痒效果。
瘙痒让入睡时间拉长的
为中度。患者可考虑涂抹
糖皮质激素，并用保鲜膜
等包裹起来，如果3~5 天
后，瘙痒情况并未改善，

可口服米氮平。
如果瘙痒让患者难以
忍受、不停搔抓，导致全
身多处破溃、出血，甚至
夜不能寐、焦虑烦躁等，
就属于重度了。可考虑以
抗组胺药物辅助，给予免
疫抑制剂或生物制剂，或
短时间系统应用糖皮质激
素。
瘙痒患者还要经常换洗
床单，清除螨虫；尽量避
免搔抓皮肤、与毛织物摩
擦等；少接触酸性物质、
漂白剂、香料、甲醛、
防腐剂、羊毛脂和橡胶等
刺激性物品；避免过度干
燥、高温等，适宜居住温
度为 18℃~22℃。在饮食
上，避免饮酒或进食辛辣
食物，如果明确食物和发
疹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
皮疹常伴随进食某种食物
出现，建议避食4~6 周，
观察皮疹改善情况。▲

绪 ，少 计 较得 失 ，多 养 徳
助 人， 收 获快 乐 。紧 张 时
听 听音 乐 ，有 一 份自 己 的
兴 趣爱 好 ，从 中 获得 乐 趣
有助养脾。
通过以上方法脾虚症状
依 然没 有 缓解 ， 需及 时 就
医 ，在 医 生指 导 下辨 证 服
用中药调理。▲

生活起居

减轻炎症的七种茶

中医妙方

气虚脱肛喝参芪白术枣皮粥

薯、芋头、大白菜、胡
萝卜等。其次，运动养
脾。推荐运动有散步、
慢 跑、 登 山、 打 太极 拳 、
八 段锦 ， 坚持 锻 炼， 持 之
以 恒， 对 脾胃 养 生保 健 有
益 。最 后 ，情 绪 养脾 。 饮
食 进餐 时 心情 舒 畅， 不 带
着 情绪 进 餐。 平 时管 控 情

炎症是人体对抗外界刺
激的正常反应，可当炎症
变得难以控制时，就很麻
烦。近日，美国MSN 网站
刊文称，有七种茶也有抗
炎效果。
1.绿茶。绿茶含有抑制
炎症和阻断体内促炎途径
的化合物，有助于保护心
脏免受损害和预防心血管
疾病。
2.姜黄茶。姜黄含有姜
黄素，能对抗体内的炎症
物质，姜黄的抗炎特性可
以中和引起疼痛和炎症的
自由基。印度研究发现，
服用含姜黄素的营养补充
剂可减轻关节疼痛。

3.姜茶。姜被广泛应用
于中草药，其活性成分为
姜辣素，具有抗炎特性，
可以帮助身体应对导致疼
痛的慢性炎症，包括从膝
盖疼痛到运动后肌肉疼
痛，甚至痛经。
4.玫瑰果茶。玫瑰果是
玫瑰花凋谢后由花托发育
而成的肉质浆果。玫瑰果
茶富含抗氧化剂，包括多
酚和半乳糖脂，它们具有
抗炎活性，因而能缓解关
节炎等炎症性疾病。
5.甘菊茶。由甘菊花制
成的茶可以预防炎症，甚
至有助于癌症治疗。它还
有缓解失眠和促进消化功

能的功效。在甘菊茶中加
入少许蜂蜜和柠檬，味道
会更好。
6.肉桂茶。肉桂具有抗
炎、抗氧化和抗菌作用。
此外，它能够通过引发胰
岛素的释放来降低血糖。
7.圣罗勒茶。圣罗勒
是罗勒属植物的一种，带
有强烈的辛辣味，常被用
来缓解压力。作为一种草
药，它还能帮助身体应
对急性（如伤口周围的红
肿）和慢性炎症（如关节
炎）反应。圣罗勒茶本身
不含咖啡因，但通常与红
茶、白茶或绿茶混合以软
化味道。 ▲（赵鹏程）

生儿育女

十个习惯影响孩子一生
无论生活习惯还是礼
貌教养，父母都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习惯
可影响孩子一生。美国“
积极的力量”网站最新载
文，刊出育儿专家莎拉·
巴克利总结出的“影响孩
子一生的10个习惯”。
1.经常拥抱抚摸。儿童
健康成长过程中需要家长
更多的拥抱和爱抚。小儿
更需要多抱抱，稍大点也
需要经常拥抱和爱抚，或
拍拍后背、摸摸头发等。
家人的肢体接触会让彼此
都感受到爱意。
2.经常让孩子干点家
务。让孩子帮助父母扫地、
洗碗或喂宠物等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既有助培养孩子的
责任感，又能使小家伙感到
自豪。无论孩子是否喜欢做
家务，让孩子参与家务都是
一个好习惯。
3.一起做饭。与孩子
一起体验下厨的亲子时
光，一起烤面包或一起包
饺子，让孩子打打下手，
他们会非常开心。即使让
孩子参与做饭需要更长时
间，对孩子来说也更麻
烦，但意义重大。即便长
大成人，这种体验也是无
法复制的美好回忆。对稍

大点的孩子来说，有些食
谱很简单，很容易上手。
这时，家长可以坐下来看
着孩子操作，陪伴就是最
好的鼓励。
4.亲子互动时关闭电子
设备。与孩子互动时，应
关闭手机等电子设备或将
电子设备收起来。只要家
长花时间倾听孩子说话，
增加眼神交流，孩子就更
可能参与互动，也更可能
向家长敞开心扉。
5.一起散步。与父母一
起散步是孩子们终生难忘
的珍贵经历，一起散步是
增强父母与孩子感情纽带
的很好方式，也更容易让
孩子与父母无话不说，聊
得更多。
6.一起玩耍。当父母与
孩子一起玩耍时，会给孩子
带来更多快乐。父母无需制
订“亲子玩耍计划”，只要
有空，无论孩子在玩什么，
都可以主动加入孩子的行
列，一起玩纸牌游戏就是不
错的选择。只要有父母参
与，孩子就会更高兴更快
乐，焦虑更少。
7.与孩子单独相处。父
母不必为“一对一亲子时
间”做太多计划。即使每
天15分钟的全神贯注也足

以让孩子受益。与孩子单
独相处时，可以顺其自然
做任何能让孩子发笑的活
动或游戏。
8.按时就寝。各种日
常习惯中，每天按时就寝
对保持健康最重要。亲子
阅读（睡前故事）、睡前
洗澡、拥抱聊天都是很好
的“睡前准备”。这些睡
前常规活动可以让孩子安
静下来，释放压力，睡眠
质量更高。
9.共进晚餐时谈谈心。
一家人共进晚餐时，与孩子
交谈有助于加强家庭纽带。
通过一些开放性问题，让孩
子开口说话，谈谈自己的
一天。比如，一天中“最感
动的事”“今天学到的东
西”“周末希望干啥”“本
周的目标”等。任何事情都
可讨论，这个习惯很快就会
成为孩子的期待，也有益家
长更深入了解孩子的所思所
想。
10.分享“私密笑话”。
当父母和孩子相互分享“
私密笑话”时，双方都会
感到无限快乐。因此，亲
子间要培养默契，一个会
心的微笑或一个眨眼动
作，都有助拉近父母与孩
子的距离。▲（陈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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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天地

吧？还有李小龙，他的武
术更是出神入化。可惜生
不逢时，要不我可能也是
追星一族。好了，我的说
完了，你可以告诉我你问
这问题的原因了吧？”
“我想，我喜欢你的原
因，和你对偶像的欣赏很
像吧！”
“你……你视我为偶
像？”她是他触不及的
梦？是因为他的胃没她的
大，还是他的拳头没她的
硬？寇百岁的嘴角抽搐，
对这冷笑话笑不出来。
郦昊乔倒是笑了出来。
“ 因 为 他 们 有 我 永 远 也 达 不 到 的 境 “如果这样想你会比较快乐的话也无
界 ， 应 该 说 他 们 是 我 触 不 及 的 梦 妨，不过，你身上真的有很多我所没
吧 ！ ” 一 提 到 偶 像 ， 她 喜 孜 孜 的 有的特质。”
说：“你大概不知道吧？拳王阿里一 他在很小的时候真的是把她当英雄、
拳 的 力 道 相 当 于 一 百 公 斤 款 ！ 厉 害 当偶像，人都不是完美的，因此看到

CERITA BERSAMBUNG

别人身上有那些自己所欠缺的东西
时，就会着迷。
就外表而言，寇百岁算得上清秀可
人，但并不特别，可她却有种令人越
看越有味道的特质。老一辈人口中
的“深缘”可能就是指这种人。
“着迷？对我？”
“现在还不到着迷的地步，可我真的
对你很有好感。”
“以你的条件看来，你一定交往过很
多女人，是吧？”
奇怪了，问题是她自己问的耶，干么
心底酸溜溜，怪不舒服的！
这算‘秋后算账’吗？
“我不特别好女色，可也不是和尚就
是。”他都几岁的人了，没交往过才
奇怪。“所以你现在要告诉我，你也
有不少丰功伟业吗？”
“没有，严格说来，我还没交过男
友。”
“为什么？”郦昊乔问得有些小心翼

找借口，也要找个
让人挑不出错处的
借口。
“我不希望你不开心。”
“赏花是很开心的事。”
“是啊，可是，赏花见到
的人会令你不开心。”
“我是大夫，见到人如何
会不开心呢？唯一不开心
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在
我手中断气。”
她不怕与京城的贵夫人打
交道，只是不喜欢那些琐
碎的麻烦事。
“总之，我不喜欢你勉强
自个儿。”
“你不要以为我不懂，有
些宴席不去不行。”
“我只要你过得开开心心，
得罪人又如何？天塌下来
了，我也会顶着。”
他总是可以说出令人甜在
心头，又忍不住热泪盈眶
的话……
张水薇撒娇的伸手圈住他
的脖子，面颊在他胸膛蹭
了蹭。“你觉得我很傻，
应付不来那些刁钻的贵夫
人吗？”
“不全是如此，只是不愿
意你受委屈。”这些年她
不在京城，元韦洲和梁千
钰想必捏造许多谎言让她

要

他

承担过去的错，即便众人
心知肚明这两人实为奸夫
淫妇，可是碍于传言和梁
千钰的身分，难免不想与
她有所牵扯。
“不用担心，我再也不是
过去的张水薇，有委屈不
会白白忍受，该索要的公
道绝对不会退缩不讨，况
且，如今我可是成国公夫
人，我的夫君成国公又是
个护短的，谁敢跟我过不
去？”
没错，因为他修理了几个
贵女，京里没有人不知道
他是个护短的，胆敢欺负
他的女人，不是与他作对
吗？赵平澜终于放心了。
“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
要去，成了吧。”
“是，夫君。”张水薇在
他脸上亲了一下。
“就这样？”赵平澜微微
挑起眉，深邃的目光再度
点燃火焰，坚硬如烙铁之
物蠢蠢欲动的抵着她。
“……你，赵平澜，大白
天的，你想害我成了笑话
吗？不准你再乱来了。”
她吓得不敢动弹，可是那
双水波荡漾的眼阵瞅得人
心都酥了，不想再当一次
狼真的很难，因此她很快

武术造诣，也是极高，再要拼
斗下去，不知谁胜谁负，而我
却不只一个人，还有红红，需
要我的保护！
因此，我怔了一怔，一面“哈哈”大
笑，一面摆手向后，向红红示意，叫

(117)

她取出手枪来。
红红十分聪明，立即取出那柄象牙柄
的手枪，对住了那年轻人，道：“好
了，别打了！”
那年轻人怔了一怔，一伸手，除下草
帽来，向红红弯腰鞠躬，道：“遵
命，小姐。”
可是，他一个“姐”字刚出口，手一
挥间，那顶草帽，“嗤嗤”有声，向
红红直飞了过去！
我连忙叫道：“快让开！”红红一生
之中，可以说从来也未曾遇到过这样
的情形。
而且，在她眼中看来，飞过来的，只
不过是一顶草帽而已，草帽又焉能
伤人？所以，她对我的警告，并不在
意，我心中大急，一个侧身，待向她
扑去时，眼前晶光一闪，“霍”地一
声，急切间也看不到对方使的是什么
兵刃，已然向我攻到，同时，我也听
得红红的一声惊呼！

翼。他是调查过她一些事，那时一直
没看到‘情事’这部分，他就有点纳
闷，难道她……喜欢女人？
寇百岁高姚、清秀，乍看之下还有几
分韩星李英爱的味道，照理来说，一
定不乏人追求才是，但为什么会……
他的心忽然狂跳了起来。
他干啥一脸要上断头台的恐怖样？“
我是有人追过，可是……一来大概我
太会吃了，通常男人约我出去吃饭我
不会拒绝，而且还会大吃特吃，因为
我知道没有下一次了。之前还有个男
生说他带不够钱要回去拿，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了。”
郦昊乔失笑，“你的能吃我领教过，
算通过了吗？”
“你不是第一个不怕我吃的，之前也
有个家境挺富有的学长通过‘大胃
王’这关。”
“之后为什么淘汰了？”
(43)

无双见葛龙骧这副神情，不禁哑
然说道：“我们初见之时，魏无
双不是说过曾经自订守则‘只可
风流莫下流’吗？如今虽然一夜缠绵，
但彼此贞关不破，是风流？是下流惟君
自判！魏无双这十余年间，为这风流所
羁绊，足迹仅限西南，把整个天下的名
山大川辜负已久！从今以后，我要尽兴
遨游，并凭一身微薄所学，管管天下不
平之事。我们自此一别，后会有期；
倘有缘再见，为友为仇，也全在于你！
你如引今夜之事为耻，视我为仇，则白
刃剖胸，亦所甘愿！倘竟对我这薄命人
稍加怜爱，则我也决不存非分之想，
能够叫我一声双姐，于愿已是！总之龙
弟弟，这一夜奇缘，足够魏无双镂心没
世！不要让你那两位好友狐疑着急，作
姐姐的为你整顿衣衫，解去药力之后，
也该风流云散的了！”
说完便为葛龙骧整衣，并把那粒青色药
丸替他纳人口内，神色庄严，真完全是
一副大姐姐模样。
但可笑的是，葛龙骧已将穿戴整齐，魏
无双自己身上还自裸无寸缕。葛龙骧看
好那身冰肌玉骨，何尝像是三十岁的
人？想起一夜所经，百感交集，痴痴无
语。
怪的是魏无双此时见葛龙骧目光痴注，
娇靥之上竟泛绯红，三把两把也自着好
衣裳，妙目之中，业已隐含珠泪。
葛龙骧暗试体力已复，凄然一叹，竟自
握住魏无双一双纤手，俊目凝光，正色
说道：“双姐！你有一句话，必须加
以改正。男女相爱，何在年龄？葛龙骧
若非此心早已属人，石烂海枯，均所
难变，则对双姐这种高华品格，绝世
丰神，求之犹恐不得！今后就如双姐所
言，你把我当做亲弟弟一般看待。双姐
意欲仗剑济世，把精神寄托于大我之
间，原本极好，但万一有日厌倦江湖风
尘，务望驾临衡山涵青阁或是龙门天心
谷，小弟必为你引见冷云仙子。以双姐
这种资质悟性，进参武家上道，必然大
有成就！”
说完，遂把自己所经所历，详详细细地

对魏无双叙述一遍。
魏无双被葛龙骧先前那几句活，感动得
珠泪潸然，听完他来历经过以后，破涕
笑道：“龙弟！有你这几句话，作姐姐
的虽死无憾！眼前我有事，不便与你们
同行。好在江湖之上，随时均可相逢，
而我也真想看看那位玄衣龙女柏青青，
是怎样一位绝世佳人？能赢得你天生情
种，称臣不二……”
话方至此，渔舟轻微一晃。魏无双侧脸
笑道：“作师弟的怎把师兄管得这紧？
天空也不过才泛鱼青，杜小侠就来接
应，难道魏无双有虚言？你看你葛师兄
不是好端端的毫发末动吗？”
杜人龙红着一张俊脸进舱，强笑说
道：“我葛师兄武功绝世，定力极坚，
任何场面也无虞有失。杜人龙不过景慕
魏教主从善如流的巾帼襟怀，要想藉此
机缘，见识一面罢了。”说话之间，目
光电扫，见葛龙骧、魏无双二人，衣着
虽然整齐，但榻上枕横衾乱，似是一夜
同寝；不由以为葛龙骧已坠风流小劫，
心中腾腾直跳。
魏无双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已把杜人龙
心中所猜疑之事料得清清楚楚，微笑说
道：“杜小侠灵心利口，不过知人却似稍
嫌不明。我这风流教主，虽然极可能荡检
逾闲，但你葛师兄那种清贞操守，磊落丰
标，岂可与常人相提并论？”
此时魏无双一撩窄袖，现出左臂的一点
朱红色的守宫砂来，向杜人龙笑道：“
魏无双误入风流教下以来，即以此自
矢。十三年在无边色欲引诱之下，葳蕤
自守，白璧无瑕，这渔舟一夜，岂会
轻败大节？我并非说你疑虑不当，寡女
孤男，一夜同舟，人言确甚可畏！何况
你葛师兄还有个心上人玄衣龙女柏青
青。女孩儿家，任凭怎样英俊襟怀，对
爱情二字必然小气！万一今夜之事飞短
流长，使你葛师兄有口难辩，岂不大煞
风景？所以你这一趟过舟探望，来得恰
好。如今上有青天，下有绿水，当中加
上你这个证人。龙弟弟，我们这一夜风
流未下流，总算有了交代。”
杜人龙平日颇以口齿伶俐，辩才无碍自
诩，但如今却被这魏无双说得张牙结
舌，奇窘无比。
守宫砂一露，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虽然落
地，但也听出话中隐藏了无限文章！
短短一夜之间，“葛公子”就会变成
了“龙弟弟”？并晓得龙弟弟的心上人
是玄衣龙女，又是什么“一夜风流未下
流”，其中想得到必有妙趣无穷，不由
往葛龙骧连盯几眼。
葛龙骧更是见魏无双当着杜人龙，几乎
要把昨夜那一番旖旎风光全部公开，急
得满面通红，不住连连向魏无双以目示
意。
魏无双见他师兄弟这副神情，失笑说
道：“自是亏心方隐秘，由来坦白最风
流！我们这个双姐姐和龙弟弟，至爱纯
情，冰清玉洁！”
(159)

我听得红红的一声惊呼，心中更是慌
乱！
不错，那年轻人所抛出的，只是一顶
草帽，但红红也有可能受伤的。
红红受伤，有两个可能，其一是在草
帽的帽沿上，可能镶有锐利的钢片；
其二，如果草帽恰巧擦中她的要穴，
她也不免受损。
武侠小说中的所谓“飞花伤人、摘叶
却敌”，那是经过了艺术夸张，小说
家的想像力之外的说法，当然不能想
像一片树叶，向人抛去，便能制人于
死命。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力道运用
得巧了，极其轻巧的东西，便可以使
钜大的力量消失。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一个体重二百
磅，浑身是肌肉的大汉，力道自然是
十分强的，但是如果能令得他身子一
部或全部发痒的话，那么他全身的力
道，也会完全消失了，比你狠狠地打

他，还要有用。
当时，我并不知道红红究竟是遇到了
什么的伤害，但从她那一声惊呼来
看，她毫无疑问，是碰上了出乎意料
之外的事。所以，当我心中一慌，连
忙向后避开时，不免慢了一慢。
而我在那一慢之际，我左肩之上，已
经感到了一阵热辣辣的疼痛！
我当然知道已经受了伤，在当时的情
形之下，我实是自保无力，实在没有
法子，再去照顾红红，我身形疾晃，
向后疾退而出。
在我退出之际，那百忙之中，向红红
看去，只见她左手捧住了右手脉门，
那柄手枪，落在她的脚旁，面上现出
了惊讶莫名的神色。
就在那一瞥间，我已经放下心来，因
为我知道，红红并没有受什么伤，帽
沿上，并没有镶钢片，只不过是在草
帽疾飞而出之际，帽沿恰巧在她右手
脉门上擦过。
(57)

不管你有多少眼泪。
不管你有多少委屈。
要走的人留不住。
变了的心挽不回。
纠缠会生怨恨，强求没好结
果。

就被他吃干抹净化成一滩
春水。
果然如赵平澜所言，接下
来张水薇接到不少帖子，
而有些宴席确实不是她不
想去就可以不去，譬如明
年初春就要成为后宫女主
人的尹家……英国公府。
来到英国公府之前，张水
薇就做好心理准备……遇
见四公主梁千钰，可是没
想到，还未对上骄蛮任性
的四公主，却早一步遇见
元韦洲……不是，应该称
之为拦截，他一如上次在
酒楼前面，无视于四周的
眼光当起路霸。
“勤国公世子，我还未向
英国公夫人问安。”她实
在不知道这个人在搞什么，
他不是应该离她远一点，
为何反过来急于与她叙旧？
“你怎么还有胆子回到京
城？”元韦洲显然不觉得
自个儿的行为失当，得知
英国公府给成国公府下帖
子，他就盼着今日再见她
一面。
可是，他又不能闯到内宅，
府里那个泼辣至极的婆娘就
在那儿，他可不想还没见
到张水薇就被她逮着了，
想来想去，索性在通往内
宅的路上拦截。
“这是我的事，与勤国公
世子无关。”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
愿意你回来这儿。”
“勤国公世子何不去告御
状。”
“嗄？”
“告御状，请皇上下旨将
我逐出京城。”
元韦洲简直傻了。这个女
人竟然不在意的叫他去告
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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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出健康

研究显示，用钾代替部分钠，不仅降压，中风、肾病发生率均会下降

换成低钠盐，死亡风险降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 石正莉
吃盐过多危害健康的观
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对很多
人来说，减盐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最近一项发表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
新研究给出了解决方法——
用低钠盐替代普通食盐，不
但能控血压，还能降低中风
和死亡风险。
这项由中国、澳大利
亚、英国和美国科研机构
联合参与的研究，在中国
5个省的600多个村庄开
展，共纳入了超2万例有
中风或高血压病史的居
民。研究人员将这些人
1:1随机分组，其中一部
分居民吃含钾代盐（75%

氯化钠和25%氯化钾），
另一部分继续吃普通食盐
（100%氯化钠）。经过
平均4.74年的随访，研
究人员发现，含钾代盐组
人群的收缩压比对照组低
3.3毫米汞柱，24小时尿
钠排泄量平均少350
毫
克，24小时尿钾排泄量平
均多803 毫克。同时，含
钾代盐组的中风风险明显
降低14%，主要心血管事
件风险减少13%，死亡风
险降低12%。
总而言之，只要把家
里的盐换成低钠盐，即使
吃盐量没变，血压还是
降下去了；血压一下去，

心血管疾病风险以及死
亡风险自然而然也降低
了。2020年，《英国医
学杂志》刊登研究称，据
估算，中国居民用低钠
高钾盐代替普通盐，每年
可防止约46万人死于心
血管病（相当于心血管病
总死亡的1/9），其中包
括20.8万名中风患者和
17.5万名心脏病患者；
预防约74.3万人患非致
命性心血管病，其中包括
36.5万例中风和14.7万
例心脏病发作；慢性肾病
的发病率每年也将减少约
12万例。而最新发表的
这项大规模研究正好验证

家庭医生

一个是头重脚轻 一个是天旋地转

头晕和眩晕差别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刘 静
门诊中，常能听到一些
患者说“大夫，我头晕”，
但具体是怎样的晕却无法表
达清楚。临床上的“晕”其
实分两种：头晕和眩晕，症
状有着明显差别。
头晕：头重脚轻。这
种晕不会带来运动错觉，
即看物体时，不会感觉物
体在动，也不觉得自己在
动，但有头沉脑胀、大脑
不清晰、头重脚轻等感
觉。一般来说，失眠、贫
血、劳累、紧张、焦虑抑
郁、颈椎病、心脏病导致
的晕以头晕为主，且不会
伴随视物旋转；服用过多
降压药也可导致头晕。
眩晕：天旋地转（如
图）。眩晕时，患者睁开
眼睛会发现周围物体在运
动，比如上下、水平、旋
转等，即使闭上眼也会感
觉身体不稳定或在漂移。
眩晕是由前庭神经周围及

中枢通路病变导致出现身
体与外界物体发生相对运
动的主观感受。
前庭系统相关的“晕”
，有时可能是头晕或眩晕，
也有时同时出现，较为常见
的引发原因有耳石症、梅尼
埃综合征、前庭偏头痛、前
庭神经元炎、脑血管病、中
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桥小
脑区肿瘤等。
需要提醒的是，有患者
说晕的时候“感觉恶心、
呕吐”，这其实是“晕”
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没有
鉴别价值。为便于判断是
哪种晕，患者可以通过几
个问题向医生描述症状：
是否和耳朵相关？比如听
力下降、耳鸣、耳朵闷堵
感；是否和眼睛相关？比
如视物变形、水
波纹、
闪光、眼前发黑；是否头
疼？是整个头疼 ，还是偏
侧头疼？影响日常家务和

工作吗？
患者如果出现以下症
状，需“立刻就诊”：喝醉
酒一样走路不稳、意识丧
失、肢体麻木无力、言语困
难、吞咽困难、饮水呛咳、
视物成双、视野缺损、口角
歪斜等。首次发病的患者，
不管是否伴有以上症状，最
好都及时就医。
如果之前曾因“晕”就
诊，但此次与之前发病表
现不同，也应及时就医；
如果已诊断为常见良性前
庭相关疾病，此次发病表
现和既往差不多，可不必
担心，按既往医嘱服药或
观察，安静休息即可。
一旦出现头晕或眩晕，
患者首先要避免跌倒，立
即寻找身边相对安全的地
方休息，并观察是否有需
要“立刻就诊”的预警症
状，并尽快联系亲友或拨
打120。▲

爱情婚姻

着急告白接受不了 畏手畏脚心意难通

朋友变情侣，步子不要急
刘丽丽 编译
在长期的相处中你喜欢
上了一个朋友，你会怎么
做？是不是很纠结：既想
有所暗示，又怕被拒绝，
既想变得亲密，又怕失
去所有。向朋友表白不是
一件易事，纠结时不妨试
试“你的探戈”网站支的
小招。
1.适度的打趣。适度
的打趣可以活跃气氛，给
彼此增添更多快乐。出于
了解，你可以放心选择想
打趣他的事情，但一定要
适可而止，千万不能提一
些让对方感到局促不安的
事。2.从暧昧开始。如
果才刚开始调情，不要着
急告白，有可能对方会接
受不了突然的转变。慢慢
来，从一点点暧昧开始。
3.加深友谊。不要太在
意他总是说“我们是朋友”
，暧昧的同时加深友谊也很
重要。这让他知道，你会一
直在他身边，愿意做他忠实
的听众。精神上的联结会使

你们的感情更加深厚，说不
定会让他想“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
4.保持自信。既然打
算把朋友变成情人，那就
全身心投入，不要畏手畏
脚、左顾右盼，对方也看
不清你的心思。自信满
满的邀约会让对方接收到
你的心意，更可能发展关
系。
5.积小成大。很多人以
为追求别人就要展开各种
浪漫攻势，其实完全不必
如此。开车同行时放一首
他喜欢的歌，朋友来访时
做一顿他爱吃的菜，准备
一些他喜欢的零食……这
些不起眼的小事，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6.找机会独处。朋友聚
会中，不时把意中人拽离
人群，创造单独相处的机
会，会为你们的关系增添
一抹私密的色彩。
7.不经意的触碰。身体
语言是调情中至关重要的一

部分。不经意的触碰会让你
们的关系比友谊更多一点。
8.让他觉得自己很特
别。比如聚会中第一个跟
他打招呼，把注意力放到
他身上。如果他说了什
么，哪怕没人理会，你也
要及时回应，或者时刻跟
他保持对视，让他知道你
在听。知道自己被关注
着，他会觉得自己很特
别，也会开始在意你。
9.不要让他误会。有些
人会用“激将法”，去跟
别人调情，认为能激起未
来恋人的嫉妒关注自己。
千万别用这套路，多一些
真诚，少一些小把戏。
10.保持沟通联系。发
起攻势后，别时刻缠着对
方，但也要让他想着你。
不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给
他发一些有趣的表情包或
短信，开一些只有你俩才
能懂的玩笑，不时穿插几
个暗示的句子，让你们的
关系上一个新台阶。▲

了这一预估。
其实，低钠盐并不是一
个新鲜的事物。早在 1949
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
使用“代盐”来实现低钠
饮食，这种“代盐”就类
似今天的低钠盐。低钠盐
又叫“高钾盐”，其中
25%左右的氯化钠被替换
成了氯化钾（氯化钾有一
定咸味，低钠盐跟普通盐
的区别详见表格）。这种
做法不仅降低了盐中钠的
含量、增加了钾的含量，
还能不牺牲风味，容易被
大家接受。
但有说法指出，“低
钠盐会增大高钾血症风
险，甚至导致死亡”，这
实际是很错误的观点。上
述联合研究也专门关注了
高钾血症的情况，结果发
现：吃得是不是低钠盐，
对高钾血症发生率影响不
大。研究中只有2例确诊
病例，一例来自试验组、
一例来自对照组。而且，
与高钾血症相关的死亡，
吃低钠盐组并没有比吃普
通盐组更高。按照膳食指
南每天6克盐的推荐，6克

低钠盐中含1500毫克氯化
钾，换算成钾大约是800
毫克。我国营养学会发布
的2013版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
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
每天2000毫克，预防慢病
的钾建议摄入量是3600毫
克。从这点来看，即使吃
800毫克钾，和预防慢性
病的3600毫克建议摄入量
也还差得远。

低钠盐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是一个健康选择，但
对于严重肾功能异常、高
钾血症患者，以及高钾药
物/补充剂服用者、保钾
利尿剂及其他阻碍钾排出
药物的服用者来说，低钠
盐很危险，需要在医生评
估后才能决定自己是否能
吃。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不管什么盐，都要限制在
6克/天以内。▲

保护心脑

压力太大的伤动脉 久坐久站的易曲张

首份工作顺心，血管好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 丁荣晶
本报实习记者 田雨汀
初入职场，第一份工
作在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中
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剑桥
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
伦敦大学近日联合研究发
现，人们早期的工作经历
甚至会影响中年时的心脏
健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教授丁荣
晶在接受《生命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因工作性
质、压力、强度和环境不
同，职业确实会对心脏产
生不同影响。
第一份工作顺心，血管
好。英国研究人员考察了
1.2万人的健康记录，发现
16~24岁的工作状态决定了
46岁左右时的心血管状况。
从学校毕业后迅速找到心仪
的工作，比如从事管理、
与专业匹配度高的职业，心
脏更健康;工作越自如越顺
心，中年时心脏越好。
需久站久坐的工作伤害
下肢静脉。货运、出租车
司机因工作需要，一般都
半天不下车，到中午吃饭
时才能站起身来;有些办
公室白领一族也有久坐问
题，且这几类人吃饭常常
不规律。丁荣晶表示，长
时间坐着不仅会导致腰肌
劳损、慢性疼痛、代谢异
常，腿脚部位的血液循环
也会受到影响，容易诱发
下肢静脉血栓。如果血栓
脱落游走到肺，堵塞肺动
脉，会造成肺栓塞，危及
生命。教师、售货员等需
要长时间站着工作的人，
下肢血液回流也会受到影
响，容易发生静脉曲张。
所以，因工作需要久站久
坐的人，最好每隔1小时
就走一走，做做抬足跟训
练，让下肢肌肉收缩和放
松，躺下或坐下时也可有

意识地把脚抬高一会儿，
以促进静脉血液回流。
压力大的工作，动脉
易硬化。美国南加州大学
对573名年龄在40～60岁
的雇员展开调查发现，工
作压力越大的人，越有可
能动脉硬化。丁荣晶一进
步解释说，临床上确实存
在这种情况，有些病人平
时特别控制饮食，身体健
康，可还是患上了动脉硬
化，就与压力和性格有
关。这类人往往是D型或
A型性格，工作中对他人
的求助来者不拒，因过度
负荷而产生内在压力，导
致隐形不满;或是工作太
要强，总想不断完成“力
所不能及”的工作;还有
些人是因为工作不顺心、
同事关系差、预期和现状
不匹配等，导致心理压力
增加。这些源源不断的压
力，会慢慢改变人体内
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
络，引起脏器功能异常，
甲状腺、肾上腺等腺体也
会受到影响。比如，肾上
腺功能异常时，会释放过
多的糖皮质激素，抑制免
疫力，引起人体发生低度
炎症反应，人会感觉疲乏
无力。炎症还会损伤血管
内壁，导致血管内膜不光
滑，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
生风险。丁荣晶建议，如
果已经意识到最近压力过
大时，要学会减压，多与
亲朋好友沟通交流，或给
自己放个假，给心理减减
负，再重新上阵，才能提
高工作效率，形成良好的
工作氛围。
高温工作环境，血液
变黏稠。特殊的职业环
境也会给心脏添负担，比
如消防员、钢铁厂工人等

需要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下
工作，出汗会导致血液浓
缩，易发生血栓;车床、装
修工人等需要长期在噪音
环境下工作，交感神经会
被激活，引起炎症反应，
危害心血管健康，导致心
梗、脑梗等急性事件。建
议工作环境太热的人，要
多喝水并及时降温，尽可
能避免水分蒸发;长期处于
噪音环境中的人，要戴上
耳塞，每隔一段时间就到
室外安静处“降降噪”。
常加班的工作，易猝
死、心梗。由于工作需
要，一些人不得不熬夜
加班，这会打破身体的正
常节律。晚上24点时，
松果体会分泌褪黑素，保
证人进入正常睡眠状态，
此时体内糖皮质激素含量
最低。熬夜者夜间处于清
醒状态，会导致内分泌紊
乱，长期如此会令体内
炎症水平升高，心脑血
管“报警”，出现胸闷、
气短、头晕等症状，甚至
心梗、脑梗、猝死等严重
后果。所以，一旦出现不
适，要及时就医，找个合
适的减压法，再回归工作
时就会好很多。若休息后
症状无法缓解，建议及时
就医;持续不能缓解的，
可考虑换个轻松点的工
作。过度疲劳时不要进行
高强度运动，可选择瑜伽
等舒缓运动来减压。丁
荣晶提醒，心梗来临前一
天、一周，甚至一个月，
心绞痛往往已经出现。心
绞痛表现为，当达到某个
运动量时，就会感到与运
动相关的心前区压迫感、
牙龈不适等，此时要及时
就医，以免因不重视而延
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