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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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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承诺让印尼成为生产新冠疫苗重要中心

北京科兴研究印尼奥密克戎病例疫情发展
【安达拉通讯社】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SINOVAC BIOTECH CO.,LTD.）正在
了解和研究印尼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
株病例的发展。

周二（1月18日），科兴中维母公司科兴控股董事长、总
裁兼CEO尹卫东（右）和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海伦(左一) 在北京大兴区的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新
工厂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全权特命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左二）和夫人Elsiwi Oratmangun（右二）。
“我们已经与印度尼西
亚统筹部下属相关机构就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的
发展进行了会谈，”中国
科兴中维母公司科兴控股
董事长、总裁兼CEO尹卫
东（Weidong Yin）和科
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海伦(Helen Yang)周
二（1月18日）在北京会

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全权特
命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时如是说。
他继续说，这次会谈的
结果将成为北京科兴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新产品研发
的基础参考的信息。
尹卫东透露，20202021年期间，科兴生物生
产的2.8亿剂Sinovac新冠

科兴生物生产的
2.8亿剂Sinovac新
冠疫苗已运往印度
尼西亚。
疫苗已运往印度尼西亚。
对此，周浩黎大使希望
与北京科兴生物公司的合
作能够继续下去，尤其是
现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
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
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持
续迅速蔓延。
周浩黎大使接着说，印
尼是北京科兴最重要的合作
伙伴。印尼是第一个收到科
兴灭活疫苗的国家。科新新
冠疫苗已获得印尼相关单位
批准的清真证书。
在印中双边合作的框架
内，中国承诺让印度尼西
亚成为生产新冠 疫苗的重
要中心。
周浩黎大使与印度尼西
亚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有
幸获邀参观了位于北京大
兴区的科兴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的新工厂。北京科兴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新冠
疫苗车间建成，产能将达
到年产1.2亿剂，这也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新冠灭活疫
苗生产车间。（v）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地方政府存在银行资金达113兆盾
【印尼CNN雅加达讯】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
称，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存在地区的资金还很
多，达113.38兆盾。
她透露，去年底地方政
府资金余额仍为近3年来最
高。其实，她希望把资金
转移至地方政府可以减少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影响。

该 昵 称 为 阿 妮 的
称，2019年12月存在地方
政府的资金总值101.52兆
盾。该数字在2020年小幅
下降至93.96兆盾。
然而，在2021年却飙升
至113.38兆盾。阿妮对这
个问题感到遗憾。
更何况，她说，中央政
府已尽量不大规模削减对地
区的转账，俾使他们能够优
化，从而减少因Covid-19
造成经济压力的影响。
她解释说，“这是我
一直强调的一点。如果中
央政府要大震荡地进行逆

周期，占我们支出近1/3
的地区，不仅可以加速逆
周期，还可以降低经济影
响。”
财政部长和佐科威总统
曾多次发表类似声明，警
告对方首长加快支出以支
持公共消费。
可惜的是，直到年底都
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
阿妮希望通过实施佐科
威总统于去年1月5日签署
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财政关系法(UU-HKPD)，
俾使该状况在未来能够得
到改善。(xin)

庶民业务贷款平台提高至373.17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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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1月19日）
累计确诊 :4,275,528 例
疑似患者 ： 5,814 例
新增病例 :
1,745 例
累计死亡 : 144,192 例
累计治愈 :4,120,540 例

国家警察总长李斯蒂奥·西吉特·帕拉波沃（Listyo Sigit Prabowo）警察上将和卫生部
长布迪古纳迪.沙迪京（Budi Gunadi Sadikin）周三（19日）在西加省库布拉亚（Kubu
Raya）县办公室视察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后一同举行记者会。国家警察总长与卫生部长也
一起视察了西加省边境（PLBN）Aruk、Sambas和Entikong及Sanggau印尼与马来西亚
边境印尼劳工出入境流程。（v）

丝莉财长称东加里曼丹新首都建设

将使用2022年国民经济复苏部分资金
【印尼CNN雅加达讯】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称，在东
加里曼丹的国家首都(IKN)
建设将使用2022年国民经
济复苏(PEN)部分资金。这
是因为国家首都是国民经济
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丝莉.慕利亚妮说，政府
尚未详细分配国民经济复苏
资金。为此，政府把国家首
都列为经济复苏计划之一。
日前，丝莉.慕利亚妮在
网上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所以我们将为2022
年进行良好的设计，因为
众所周知，2022年450兆
盾的经济复苏计划还没有
完全详细。所以这可能会
在以后包含在国民经济复
苏计划的部分中。”
然而，她没有详细解释
国民经济复苏预算的多少百
分比将用于国家首都建设。
即便如此，她确保政府将继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续在该计划中优先处理新冠
肺炎(Covid-19)。
丝莉.慕利亚妮说，“
当然，就像2020年与2021
年进行经济复苏一样，处
理新冠肺炎集群仍然是最
重要的。”
据财政部长称，处理
Covid-19是经济复苏的关
键。此外，政府亦将在国
民经济复苏计划中优先分

配社会援助(bansos)。
与此同时，丝莉.慕利
亚妮否认国家收支预算
(APBN)为东加里曼丹新
首都提供的资金份额达到
53.5%。政府仍在计算
通过APBN拨付的资金总
额。“所以实际上没有任
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或
54%是来自国家收支预
算。”(xin)

新增确诊病例1745例 Omicron病例升至882例

3%KUR利息补贴延续至2022年6月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427552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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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警察总长和卫生部长赴西加省进行工作访问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托
【Kontan日报雅加达讯】
2022年正式延续3%的庶民
业务贷款(KUR)利息补贴。
这是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达托(Airlangga
Hartarto)周二颁发2021年
KUR奖时直接传达的。
艾尔朗卡说，“今年根
据有限的会议，庶民业务
贷款利息还是3%，为期6
个月，其余则由财政部长
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准备。”
艾尔朗卡要求加强与
庶民业务贷款相关的社会
化。因为当他前往各地区
访问时，还有许多民众不
晓得庶民业务贷款利息仅
6%，其中一半是由政府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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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3912909 (Hunting)

这是详细的信息，在
这2022年,政府提高庶民
业务贷款平台至373.17兆
盾，并有望激励中小微企
业(UMKM)利用它，尤其
是那些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而受影响的
企业。政府也继续完善庶
民业务贷款计划的贷款信
息系统(SIKP)中的中小微
企业数据。
展望未来，艾尔朗卡
说，他亦将鼓励在种植业
中发放得更好，以便如预
期的那样用于种植和翻种
油棕作物。
同时，政府对中爪哇，
日惹特区和西爪哇省政府
授予支持2021年庶民业务
贷款的最佳省份。(xin)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雅加达综合讯】根据
印尼新冠病毒（COVID-19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公布
的最新资料，1月18日至1
月19日，过去24小时，印
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剧增
17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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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全国
累计病例为4,275,528例。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9例，累计死亡病人数
144,192例；新增治愈出院
病例504例，全国累计治愈
患者达4,120,540例。截至1
月19日，现有治疗中活跃病
例飙升至10,796例，病毒检
测样本277,860人，单日病
毒检测阳性率为0.63%，全
国疑似患者为5,814人。
印尼卫生部新冠疫情疫
苗接种发言人西蒂•纳迪
亚•塔尔米齐（Siti Nadia
Tarmizi）周三（1月19日）
在一份书面声明证实，截
至年1月19 日，我国确诊
新冠肺炎变种毒株奥密克
戎（Omicron）病例已升
至882例，649例奥密克
戎患者都是来自国外旅行
者，174例是本土感染病
例，国内奥密克戎病例显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周三（1月19日），万丹省地方警察长鲁迪（Rudy
Heriyanto）警察少将视察芝勒贡市Bujanggadung国立小
学学生实施集体疫苗接种情况时与一名将接种疫苗的小
学生交谈。万丹省长政府与 国家情报局（BIN）、国军
（TNI）和国家警察（Polri）合作，在8个县市为6-11岁
儿童进行了大规模疫苗接种。
然处于剧增的趋势。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
新增病例1012例，其次西
爪哇省新增324例，接着
万丹省新增208例，东爪哇
省新增49例，中爪哇省新
增29例，巴厘岛新增病例
21例，东加省新增19例，
廖内群岛新增16例，日惹
特区新增9例，苏北省新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增8例，邦加勿里洞新增8
例，南苏省新增8例，东努
省（NTT）新增6例，巴布
亚新增6例，北苏省新增5
例，楠榜新增3例，南加
省新增3例，北加省新增3
例，中苏省新增3例，苏西
省新增2例，苏南省新增1
例，西加省新增1例，西巴
布亚新增1例。（v）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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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首都“努山达拉”
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国会最终把新首都（IKN）法律草案批准为法律
（UU）。为达到1月18日周二批准的目标，讨论似
乎被“加速”了，因此作出的决定是尖顶椭圆型
的，而不是一致通过的。唯一正式拒绝批准上述法
案的是公正福利党（PKS）派系，其他八个派系皆
批准该法案。
政府如今有了法律基础，可以开始建设名为努
山达拉（Nusantara）的我国新首都。该名字是由佐
科威总统亲自挑选的，因为它被认为具有历史性、
多样性和进步的一面。在未来，努山达拉城市有望
像世界其他大城市一样成为一块全球磁石。
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兼国家发展规划署长苏哈尔
索（Suharso Monoarfa）在国会说：“被命名为努
山达拉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代表了财富和多
样性的现实，这是促进人民公正福利的社会资本，
以朝着一个先进、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前进。”
政府希望我国首都迁出雅加达的工作在2024年
开始，尽管根据新首都总体规划，所有建设要到
2045年才完成。要完成努山达拉的建设，将其转变
为一个元宇宙(metaverse) 全数字化智能城市，需
要20多年的时间。
我们祝贺有远见卓识，远远超出时间限制，并
取得飞跃的政府。这种远见卓识不仅从我们目前的
观点来看，即使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也
是非常重要的。东加里曼丹岛新首都的开发展示了
减轻爪哇岛负担的高瞻远瞩，爪哇岛的负担着实太
重，需要分布到其他地区。
然而，讨论新首都法案过程非常之仓促，好像
在追逐一个不能违背的时间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提
出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实际上，讨论应该更加成
熟才是，并涉及专家、学者、社区领袖和各种其他
因素。这种超快速的讨论方法让我们想起不久前关
于《创造就业综合法》（Omnibus Law UU Cipta
Kerja）的讨论。
事实证明，《创造就业综合法》后来受到起
诉，被告到宪法法院，以致作出对政府本身不利
的裁决。创造就业法被认为是违宪的，因此必须在
两年内予以修改。尽管政府和国会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从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法律的制定过
程是鲁莽的。
在《新首都法案》的讨论中是否再次出现了鲁
莽行为?由于东加里曼丹的新首都建设从一开始就
引发争议，将来在其开发过程中相信仍会出现许多
问题。由于采矿活动和森林开发，原本防护林覆盖
的地区如今已经萎缩。环境的破坏威胁到其周围地
区，导致洪水和其他生态灾难。
环境论坛（Walhi）曾就新首都问题发出警
告：如果强行开发新首都，新首都战略环境研究
（KLHS）的结果显示了三个基本问题,即对水系统
的威胁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对动植物的威胁以及对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威胁。
WALHI在1月13日周四的新闻稿中说：“新首
都的选址是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
政治决定，并没有考虑到环境的承载能力及其隐
患。”
另一个大问题是需要巨额成本。在设计新首都
方面政府似乎与私人、国有和外国投资者合作，并
要求这些投资者共同承担融资负担。也许这就是为
什么新首都将来不像雅加达首都专区那样由省长领
导，而是由听起来对投资者会更为包容的管理局负
责人领导的原因。
我们希望努山达拉市的雄心勃勃项目能够按照
其设计师的期望来实现。未来，这座城市将成为标
志国家和民族进步的新灯塔。
但愿将取代佐科威的印度尼西亚下一届总统同
样致力于努山达拉的继续发展。这方面不应被忽
视。因为我们至今没有以可持续方式约束下一届
政府的国家方针大计（GBHN）。我国还采用总统
制，这使当权总统能够灵活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和
抱负。

我国和柬埔寨加强旅游领域双边合作
【安塔拉通讯社】我国旅游与创意经济
部长善蒂亚戈乌诺（Sandiaga Uno）与柬埔
寨王国旅游部长Thong Khon在虚拟会议上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我国与柬埔寨
王国继续在两国旅游领域开展双边合作。
善 蒂 亚 戈 周 二
（18/1）在雅加达发
表的新闻声明中说，“
我很赞赏印度尼西亚和
柬埔寨王国之间的双边
合作日益加强。这也证
实了两国都致力于加速
旅游业的复苏以造福两
国人民，并将其作为国
家经济复苏问题的一部
分。”
该谅解备忘录是两国
先前于1999年3月16日
商定的更新。本次更新
将侧重于旅游推广和营

苏北省冷吉县长在肃贪会一场就地缉犯行动中被逮捕。
【罗盘新闻网】近日
地方首长屡屡遭肃贪会
（KPK）逮捕的新闻层出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善蒂亚戈乌诺（Sandiaga Uno）
于周二（1月18日）签署与柬埔寨在旅游领域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ATF），印度尼西亚
有信心保持其作为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首
要地位。
谅解备忘录是在柬埔
寨举行第25届东盟旅游

部长会议（M-ATM）的
框架下签署的。柬埔寨
将把AFT的领导角色委
托给印度尼西亚，印度
尼西亚将于2023 年成为
AFT主办国。（pl）

不穷。但是仍有很多地
方首长铤而走险，敢冒
天下之大不韪，进行贪

污受贿不法行为，贪得
无厌，夜路走多了，总
会遇见鬼 ！
周二（ 1 月 18 日）
晚上，肃贪会在一场
就地缉犯行动（OTT）
中逮捕了苏北省冷吉县
（ Langkat）县长Terbit
Rencana Perangin Angin。
除了县长，肃贪
会也逮捕了多名涉嫌本
案件的人士。
肃贪会发言人阿里·
菲格利（ Ali Fikri）周
三（19 日）在一份书面
声明中说：“肃贪会调
查团队已逮捕了多名质
疑涉嫌苏北省冷吉县贪
腐案件。”

阿里表示，目前 肃贪
会团队正在询问被拘留
的多名人士。 肃贪会最
多拥有 24 小时时间拘
留嫌疑人，初步调查结
果将决定嫌疑人的法律
地位，是否被列为犯罪
嫌疑人。然而，迄今肃
贪会并未透露冷吉县长
涉嫌贪腐的案件。
与此同时，肃贪会
副主席努鲁尔（Nurul
Ghufron）周三（19日）
证实冷吉县长在周二
（18日）晚上肃贪会一
场就地缉犯行动中被逮
捕。同时肃贪会调查员
在现场查获一笔钱作为
证据。（v）

1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分两批抵达我国

荷兰捐赠228,800剂日本捐赠1,175,800剂
【安塔拉通讯社】
多达140万剂阿斯利康
（AstraZeneca）疫苗分
两批抵达我国，以加速
国家疫苗接种计划取得
成功。这是第198和第
199批疫苗的到货。两批
疫苗分别来自荷兰政府
捐赠的228,800剂疫苗，
以及1,175,800剂来自
日本政府的捐赠。
通讯与信息部公共信
息和传播总局局长乌斯
曼（Usman
Kansong）
周三（19/1）说，周二
（18/1）到达的疫苗总
数是140万剂阿斯利康
疫苗。我国对COVAX、
荷兰政府和日本政府继
续支持我国应对新冠疫
情，特别是提供疫苗支
持以确保疫苗库存表示
由衷感谢。

承认曾派遣FPI成员参加ISIS恐怖活动
昨日在庭审进行中，
穆纳尔曼辩护律师向
科斯瓦拉提问怎么知道
穆纳尔曼担任FPI总指
挥官，是否自己知道或
别人告诉的。科斯瓦拉
回答，“我是负责填写
研究关于派遣部分FPI
成员到ISIS接受恐怖主
义训练个人资料职务的
人。
科斯瓦拉在庭审中承认
没有见过穆纳尔曼，但是
所有人知道穆纳尔曼是一

销、旅游目的地管理、
私营部门合作、能力建
设、MICE（会议、奖
励、大型企业会议、展
览）以及活动和连通性
方面的合作。
根 据 佐 科 威 总 统
的直接指示，善蒂亚
戈说，旅游与创意经
济部为印尼旅游业的
整体复苏计划准备了
有针对性和可衡量的
步骤。因此，通过参
加将在柬埔寨举行的
2022年东盟旅游论坛

苏北省冷吉县长遭肃贪会就地逮捕

FPI前秘书长穆纳尔曼庭审被定罪
【印尼CNN新闻网】被
判犯罪的恐怖组织神权游
击队（JAD）恐怖分子科
斯瓦拉（Koswara）于1月
19日在雅京东区庭审作证
中承认在2015年曾派遣
捍卫伊斯兰阵线（FPI）
成员到叙利亚极端恐怖组
织“伊斯兰国”（ISIS）
参加恐怖活动。科斯瓦拉
于昨日在出席为FPI前秘
书长穆纳尔曼（Munarman）庭审过程中作证时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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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以来，荷兰政
府已提供了6,047,400
剂疫苗，而日本政府已
提供了总计6,870,000
剂疫苗，以更好地应对
新冠病毒。这表明世界
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
情方面具有良好的合
作，以便加速全球状况
的恢复。
乌斯曼说，我国作
为2022年G20轮值主席
国，目标是实现今年至
少70%的我国人口已接
种疫苗的目标。因此，
确保疫苗的供应非常重
要，特别是随着两个额
外计划，即注射疫苗加
强剂和儿童疫苗接种的
存在，以致对新冠疫苗
的需求不断增加。尽管
如此，政府仍致力于确
保社区获得疫苗。政府

仍继续开展双边和多边
外交，以满足疫苗接种
的需求。
对于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病毒的传播，乌

斯 曼认 为 ，需 要 优化 与 地
方 政府 、 卫生 服 务机 构 、
卫 生人 力 资源 和 利益 相 关
者 的合 作 。这 成 为防 控 变
异病毒的关键之一。（pl）

秘书长向国会第八委员会道歉一事

丽斯玛称自己不知情

位FPI的总指挥官，科斯
瓦拉通过社交媒体知道穆
纳尔曼在FPI担任重要的
职务。
穆纳尔曼被指控为协
助恐怖组织行为的扮演
幕后者，穆纳尔曼曾在
南苏拉威西望加锡出席
恐怖组织理事宣誓就职
典礼，穆纳尔曼曾在北
苏门答腊伊斯兰公立大
学（UIN）发表演讲中要
求FPI成员支持ISIS的恐
怖主义活动。（yus）

于1月19日在雅京东区庭审，科斯瓦拉在庭审出席为FPI前秘书长穆纳尔曼来作证

周一（1月17日），卫生工作者准备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加强
剂，以便在中爪哇省三宝垄市的一家购物中心为市民注射。

社会事务部长德莉·丽斯玛
【印尼CNN新闻网】社
会事务部长德莉·丽斯玛
(Tri Rismaharini)于1月19
日在雅加达史纳延国会大
厦表示，关于社会事务部
秘书长Harry Hikmat昨日与
国会第八委员进行工作会
议中被强迫离开会议现场
一事，完全不知情。Harry
Hikmat因在昨日的会议上
与国会委员发生纠纷而被
要求离开会议现场。丽斯
玛澄清自己完全不知道国
会第八委员与Harry Hikmat
发生误解的问题，也不知

道Harry Hikmat在Whatsapp
聊天群发给国会委员的讯
息内容。
丽斯玛于昨日称，身
为秘书长Harry Hikmat的
直属上司，若下属犯了错
误，愿意代表社会事务部
向国会第八委员表示道
歉。
据悉，Harry Hikmat因
在Whatsapp聊天群发送不
合适的讯息内容，惹火了
所有国会第八委员，因此
一致赞同要求Harry Hikmat离开会议厅。据悉，

社会事务部秘书到西爪哇
省进行工作访问时没有邀
请第八委员会议员参加，
导致议员们不满。昨日讨
论2022年社会事务部预算
案时要求Harry Hikmat不
可参加讨论会议。
从业党国会第八委员
Ace Hasan Syadzily通过
Whatsapp聊天群向Harry
Hikmat提问在西爪哇省进
行工作访问的目标，但委
员们不接受Harry Hikmat
在Whatsapp群发送的回
应。（ y u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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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钢工业家表示

轻钢消费量预计增长20%
【安塔拉社泗水讯】轻
钢工业家兼任Kencana集
团总裁Henry Setiawan表
示，2022年国内对轻钢的
消费量预计增长20%。
他在泗水对记者透
露：“虽然爆发大流行，但
在2021年国内对轻钢的消费
量增长10%，而今年预计可
翻一番，或20%。”
他无法详述国内对轻钢
的总消费量，但几乎90%
的 房地 产企业家，特别是
我 国房 地产企业家都已经
使 用轻 钢来满足房屋框架
建设的需求。
“目前我国社区，特别
是 在爪 哇岛社区对轻钢产
品 的依 赖性已经比较高。
轻 钢产 品用于兴建房屋框
架，”他如斯说。
他阐明，轻钢消费量
增 加是 因为利用政府承担
10%增值税激励措施的房
地 产发 展商的房屋建设增
加了。

“因为现在大多数新房
建都是用轻钢制 造马 架 和
框架，”他称。
作为轻钢领域企业家，
他承认在2022年还面对相
当多的挑战，因 此必 须 培
养社区、如何应 用轻 钢 ，
及轻钢安装者有 关使 用 符
合印尼国家标准 的轻 钢 框
架的规范。
与此同时，印尼轻钢框
架应用者协会（HAPI）总
主席Mochamad
Soleh声
称，进行有关轻 钢使 用 的
教育很重要，其 中之 一 是
通过职业高中（SMK）学
生创建竞赛。
他称，通过早期或从
学生时开始介绍 轻钢 的 使
用，将能够掌握 产品 ， 并
正确安装轻钢框架。
“这是应用轻钢框架
的培训，及提高 应用 者 能
力的部分，以致 学生 毕 业
后可以利用，” 他进 一 步
称。(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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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出口总额创新高

制造业产品占最大份额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贸易部长鲁特菲
（Muhammad Lutfi）称，2021年我国出口
总额达2315.4亿美元，或打破2011年出口
总额2035亿美元记录而创新高。
贸易部长于周二在雅
加达举行视频新闻发布
会上说：“但2011年和
2021年的区别在于去年
我国的5大出口产品的其
中4个是制造业产品。”
2021年的主要制造业
出口产品是毛棕榈油及
其衍生产品、钢铁、电
气和电子产品，以及汽
车和零部件。
2021年出口的非油气
产品使我国对外非油气
产品贸易顺差486亿美
元，这也是我国历史上
最大顺差。
中央统计（BPS）发布
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
12月全球经济逐步复苏
之际，我国对外贸易额
顺差10.2亿美元，以致
2021年1月至12月的贸易
顺差达353.4亿美元。

同时，2021年累计
非油气出口2192.7亿美
元，同比增长41.52%
， 而 非 油 气 进 口 达
1706.7亿美元，同比增
长34.05%。
贸易部长鲁特菲进
一步指出，我国与中国
的贸易迅速增长，能从
2021年我国对中国的贸
易逆差24.5亿美元，创
历史最低水平。
“这是一个令人感
激的消息，因为我国与
中国的贸易增长迅速，
进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
元，而2021年我国对中
国的贸易出现24.5亿美
元逆差，这是2007年签
署东盟—中国自由贸易
协定协议以来的最低水
平，”贸易部长说。
贸易部长表示，2021

制造业产品占2021年出口最大份额。
年对中国贸易逆差低于 进 口 的 各 类 产 品 总 额
2020年的78.5亿美元，以 5 6 2 . 3 亿 美 元 ， 比 上 年
及2019年的150亿美元。
的396.3亿美元增长
据 了 解 ， 中 国 是 我 国 41.87%。
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
中国也是我国钢铁产
年 我 国 与 中 国 的 贸 易 额 品（HS编码72）的出口
达到1100.1亿美元。
目的地，占我国2021年
2 0 2 1 年 我 国 产 品 钢铁出口总额的61%。
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
此外，我国对中国的
537.8亿美元，比2020 毛棕榈油及其衍生品的
年的317.8亿美元增长 出口也是我国出口的最
69.22%。
大贡献者之一，占比例
同 时 ， 我 国 从 中 国 达20.5%。(er)

零售店开始销售补贴食用油
补贴食用油单一价格政策
于周三（1月19日）在所
有的印尼零售企业家协会
(Aprindo)现代零售会员开始
实行。此价格也适用于优
质包装2公升和5公升食用
油。政府从棕桐园基金管
理机构（BPDPKS）的棕榈
油出口税中准备了7.6兆
盾的食用油补贴预算。图
为周三，在万丹省南丹格
朗一家超市顾客正在购买
食用油的情景 。
（商报/Max Manuhutu摄）

房地产企业使用轻钢来满足房屋框架建设。

投资总额达4.29亿美元

两项石油和天然气工程正式开工
【安塔拉社雅加达
讯 】油气 上游业特别机构
（SKK Migas）主持2022
年和2023年投产的两项石
油 和天然 气建设工程的开
工仪式。
这两项项目是MAC
项目，承包商为HuskyCNOOC Madura Ltd (HCML)
合作承包商，以及ForelBaronang项目，承包商为
Medco E&P Natuna Ltd。
SKK Migas项目管理和
设施维护部门负责人Ardiansyah说：“MAC项目
的日产能达50MMSCFD（
百万标准立方英尺/日）
。这项项目预计2022年第
四季度投产。”
他解释，MAC项目的主
要作业是1个井口平台、8
公里10英寸海底管道、28
英寸EJGP热水龙头、租
赁移动式海上生产装置
（MOPU）。
Forel-Baronang装置的
产能每日1万桶油，以及
43MMSCFD天然气（提
升 、注气 、自用）。这项
项目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
投产。
Ardiansyah称，Forel-

Baronang项目的主要作业
是两个井口平台，17公
里8英寸海底管道，以及
租赁的浮式生产储卸油
(FPSO)。
SKK Migas录得这两项
项目的投资总额达4.29亿
美元或折合6.2兆盾。
与此同时，HCML区域
办事处和关系经理Hamim
Tohari称，MAC气田的潜
在日产能达50MMSCFD。
“HCML与Petrokimia
Gresik公司签署
了每日15MMSCFD，与
Bayu Buana Gemilang公
司10MMSCFD，以及与
Inti Alasindo Energy公司
10MMSCFD的天然气买卖
协议。天然气产 品将 满 足
东爪省居民和工业的需
求，”Hamim说。
HCML的投资项目将最
大限度地提高未来5年到7
年的产量。
Medco
E&P关系与
安全副总裁Arif
Rinaldi
称，Baronang气田生产的
部分天然气将用于支持
Forel油田的生产过程，而
Forel油田的石油日产量预
计达1万桶油。(er)

我国与柬埔寨

在旅游业领域建立双边合作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我国旅游和创意经济部
与 柬埔 寨王国建立双边合
作 ，继 续两国之间在旅游
业领域的合作。
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
善蒂雅戈·乌诺（Sandiaga Uno）通过视频方式
与 柬埔 寨旅游部大臣唐坤
（Thong Khon）举行会晤
并 签署 谅解备忘录，标志
着两国之间的合作。
他在雅加达的新闻发布
会 说： “我对我国与柬埔
寨 之间 的双边合作日益加
强 表示 赞赏。这也强调两
国 致力 于为人民的福祉加
速 旅游 业的复苏，并作为
国 家经 济复苏问题的一部
分。”
上述谅解备忘录是更新
两国之前在1999年3月16
日签署的协议。
更新将置重点于旅游
推 广和 营销的合作、旅游

目的地管理、私营领 域 合
作、能力建设、会奖 产 业
（MICE）、合作举办活
动，及连通性的合作。
根据佐科威总统的直接
指示，旅游和创意经 济 部
已经准备了正确目标 和 可
衡量的步骤，以实现 我 国
旅游业整体复苏计划。
“因此，参加将在柬
埔寨举行的2022年东盟
旅游论坛（ATF），我国
深信能保持其成为买 家 首
先想到的世界级旅游 目 的
地，”他阐述。
签订该谅解备忘录是
在柬埔寨以在线和面 对 面
混合方式举行的第25届
东盟旅游部长会议（MATM）时进行的。
柬埔寨将把东盟旅游
论坛的领导角色委托给
我国，我国将于2023年
成为东盟旅游论坛的 东 道
主。(vn)

为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

政府将限制毛棕榈油出口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贸易部长鲁特菲（Muhammad Lutfi）强调，政府致
力于向民众提供价格实惠
的粮食商品。为解决食用
油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
政府自2022年1月19日（周
三）00.01时（西部时间）
制定了食用油统一售价每
公公升1万4000盾的政策。
针对这项政策，贸易部
长鲁特菲发布了一项新规
定，使国内对食用油原料
的需求保持充足，从而使
食用油价格保持稳定。
贸易部长鲁特菲发布了
2021年第02号贸易部长条
例，以修订2021年第19号贸
易部长条例关于出口政策和
程序。这项部长条例自2022
年1月24日开始生效。
这项贸易部长条例规
定，出口毛棕榈油（CPO）
；精制、漂白和除臭棕榈
油精（RBD Palm Olein）

；废弃食用油（UCO）的
企业，限于拥有出口注册
（PE）的营业准字体制。
为获得PE，出口商必须
满足一些条件，其中出口
商必须声明已向国内市场
供应CPO、RBD Palm Olein
和UCO，并附上销售合同
为证据；六个月内的出口
计划；以及在六个月内向
国内市场供应的计划。
统一食用油价格是政府
确保实惠价格的食用油供
应充足的下一步努力。
通过这项政策，所有食
用油，无论是优质包装还
是简单包装都将以相当于
每公升14000盾的价格出
售，以满足家庭和小微企
业的需求。
在初步期间，食用油统
一价格将由印尼零售企业
家协会（Aprindo）成员的
现代零售商供应，而传统
市场商人必须在一周内调

贸易部长鲁特菲（Muhammad Lutfi）
整售价。
“现代零售商将从当
地时间2022年1月19日星
期三00:01开始以每公升
14000盾的价格提供食用
油，所以公众不要恐慌购
买，因为食用油的库存非
常充足，”贸易部长说。
政府通过油棕种植园基
金管理局（BPDPKS）筹资
7.6兆的基金，来补贴向
国内市场供应每个月2.5

亿公升或6个月15亿公升
食用油的价格。
贸易部长表示，这项政
策已向所有食用油生产商
和现代零售商推广，原则
上生产商和现代零售商都
支持政府稳定食用油价格
的政策。
迄今为止，已有34家食
用油生产商表示承诺参与
以统一价格为社区提供包
装食用油。(er)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表示

新可再生能源和节能TKDN超过指标

EBTKE总局局长Dadan Kusdiana
称TKDN已经超过指标。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表示，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节能分
领域的国产含率（TKDN）

已经超过了指标，这是令人
振奋的进展。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节能
和新可再生能源（EBTKE）
总局局长Dadan Kusdiana在
雅加达发布的声明中说：“
从数量方面来看，国产含率
已经达到指标了。”
他解释说，使用国产
含率的细节，包括水力发
电厂基础设施的国产含率
已达到定下70%指标的
76.71%。
地热能发电厂的国产
含率达到定下35%指标的
38.97%，及生物能源发
电厂的国产含率达到定下
40%指标的57.75%。
国产含率的计算是基于

在2021年期间拓展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这个计算是根据每年
的项目基础。在2021年没有
与风电发展相关的项目。这
就是风力发电厂不包括在内
的原因，”他阐述。
2022年能源与矿产资源
部已经规定新的国产含率
指标，即水力发电厂的国
产含率为70%、地热能发
电厂的国产含率35%，及
生物能源发电厂、太阳能
发电厂，及风力发电厂的
国产含率40%。
与此同时，清洁能源
发电厂的装机容量增加
654.76兆瓦，占854.78兆
瓦指标的77%。

“有几座发电厂建设
项目的时间要进行调整，
特别是与大流行问题有
关，”他称。
在今年整年，政府定下
指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装机容量增加648兆
瓦，而其中335兆瓦是工
业、商业，及家庭通过太
阳能发电厂增加的。
为了实现指标，政府已
经优先实施了多项政策，其
中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法
案（RUU EBT）、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价格总统条例草
案、能源利用设备部长法令
草案、印尼国家标准法规，
及印尼国家工作能力标准
（SKKNI）。(vn)

综指下落22点至6591.981点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深信

2021 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4%
【Bisnis.com雅加达讯】财政部长
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深信，2021 年的经济增长可
达到 4%，这与2021 年第四季度的
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出积极信号一致，
从而支持全年的表现。
周三（19/1）丝莉
在国会第11委员会的
工作会议上如斯说。
该会议讨论2021年国
家收支预算（APBN）

、2021年国民经济复苏
（PEN）计划以及2022
年国家收支预算和国民
经济复苏计划的评估。
丝莉评估称，我国

经济复苏势头良好。
在我国经历冠状病毒
（Covid-19）德尔塔
(Delta)变体传播的影响
之后，2021 年第四季
度的经济状况实现最佳
增长。
据她说，财政部财
政政策局（BKF）认
为，2021年第四季度的
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显示
出积极信号。这可以支
持全年的经济表现。
丝莉接着说：“因

此，如果2021 年第四
季度的增长率为 5%，
那么全年的增长率料将
在 4% 左右”。
她认为，2021年第
四季度的消费增长非常
强劲，这鼓励整体经
济。此外，投资和贷款
增长非常快，伴随着中
央和地方政府在2021
年第四季度的支出增
加。
与此同时，政府拟
定指标，2021 年的经

济增长3.7%至4.5%之
间。该预测已从之前的
最高估计 4.3% 进行
修订，因为政府认为经
济表现可以更平稳地增
长。
丝莉接着说：“这
意味着，如果我们看
其前景，我们处于较高
端，约为 4%，而不是
3.5%。也许我们会看
到中央统计局 [BPS] 如
此提供 2021 年第四季
度的数据 。(asp)

获得70%全国配额

BRI制定战略以达到KUR目标260兆盾
【Kontan网雅加达
讯】印尼庶民银行（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Persero)
Tbk，股代号
BBRI）
获得260兆盾配
额，占今年全国庶民业
务贷款（KUR）总配额
的70%。印尼庶民银行
董事副总经理Catur Budi
Harto透露，该银行已设
计各种战略来实现2022
年KUR的发放目标。
他深信，该银行的产
能和能力能够带领该银行
实现贷款发放的目标。他

在周日（16/1）的一份
书面声明中说： “到目
前为止，该银行一直在继
续实施战略，以实现最佳
和高效的业务流程。该两
个因素证明成功地支持了
该银行 在包括 KUR 在内
的微型领域发放贷款的努
力”。
他继续说，该银行还
正在实施数字化来引导
贷款，以提高效率和目
标。通过利用信息和技
术的优势，该银行能够
保持稳健的底线和最佳

回报。
截至2021年底，该银
行向 650 万债务人发放
庶民业务贷款194.9兆
盾，占2021年政府设定
并分配给该银行的 KUR
配额的
99.65%，达
195.59 兆盾，比2020 年
12 月的 138.5 兆盾增长
40.7%。
截至 2021 年 12
月，微型庶民业务贷款
的新客户数量达到 61%
。此外，超微型庶民业
务贷款的新客户数量达

到 97.6%。
在庶民业务贷款的分
布方面，它也在继续增
加，2019 年，庶民业务
贷款的分布达到每 100
人中的 5.4 人获得该银
行庶民业务贷款，2021
年显著增加至平均每 100
人中的 8.7 人获得庶民
业务贷款。
在经济领域，该银行
发放庶民业务贷款给生
产领域至56.16%。其
次贸易部门的发放额达
85.4
兆盾、农业部门

达61.1 兆盾、制造业达
19.5 兆盾。
Catur 补充说，庶民业
务贷款的分配对于该银
行通过其 SENYUM 主机
代管店支持超微生态系
统的发展是一件积极的
事情。
未来，该银行将继续
专注于微型细分市场，
将其作为庶民业务贷
款增长的主要核心。通
过将贷款引导到生产部
门，这些努力有望加强
国民经济复苏。(asp)

尽管2021 年表现不错 银行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Bisnis.com雅加达
讯】2021年良好的业
绩将成为今年银行业
刺激业务的重要资产。
然而，由于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带
来的一些挑战仍存在。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
间，一系列经济指标的
积极趋势被认为能够成
为银行提高信贷的积极
催化剂。这种乐观情绪
得到2021
年表现的支

持，迄今为止已显示出
积极的结果。
银行业业务改善的信
号反映在过去一年的放
贷趋势相当好。甚至，
进入2021年第四季度，
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流量
越来越大。
因此，愈加高的贷款
需求，加上低利率平衡，
以及银行创新的各种突
破，已撬动银行的利润。
根据印尼商报资源中

心 (BIRC) 的数据，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银行业的
净利达103.52兆盾，高于
2020 年底的利润表现，
即 98.32兆盾。
印尼银行发展研究所
（LPPI）高级教员Amin
Nurdin周日（16/1）
说：“如果我们说大流
行背后的因素使一切变
得更好，那么 2021 年
银行的表现总体上好于
2020 年”。

与此同时，从银行方
面来看，一些大型银行
的融资、资金、手续费
收入均录得显著增长。
这也受到通过银行业务
或保险业务取得积极成
果的子公司的业绩推
动。
然而，Amin批评银
行业的贷款增长总体上
仍然很低。此外，银行
也被认为没有扩张的
勇气，往往采取观望态

度，使贷款未能实现最
佳增长。
另一方面，他表示，
由于2020年的大流行，
银行还面临着不良贷款
率和重组等问题。他
说：“这种情况将在
2022年持续下去”。
据他说，今年全年，
银行必须了解重组账户状
况、不良贷款率（NPL）
增长率以及2022年对优质
贷款增长的需求。(asp)

中亚银行再次支持疫苗接种

印尼股市行情

1月19日

全球股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IBST
ABDA
PTSP
BYAN
BPII
HRUM
CTBN
PLIN
GGRM
BBSI

最后

5500
6325
5675
32150
6900
10500
2220
2000
30825
4910

6600
7375
6475
32875
7500
10875
2580
2360
31125
5200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1100
1050
800
725
600
375
360
360
300
290

20,00%
16,60%
14,10%
2,26%
8,70%
3,57%
16,22%
18,00%
0,97%
5,91%

1100
2100
2000
99100
19000
19686100
6000
35500
177000
103500

7155
15147
11797
3208952
156722
214123772
14483
72613
5492560
54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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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P
UNTR
GEMS
MCAS
TECH
PRDA
TKIM
TFAS
BMRI
BRAM

开盘

最后

7975
23650
6725
9000
4910
8325
7325
4830
7250
10950

7500
23250
6375
8650
4570
8000
7000
4550
7025
10725

变化

变化(%)

-475
-400
-350
-350
-340
-325
-325
-280
-225
-225

-5,96%
-1,69%
-5,20%
-3,89%
-6,92%
-3,90%
-4,44%
-5,80%
-3,10%
-2,05%

交易量
14122700
2979200
43900
2394000
265500
836900
6064600
188300
51546800
2400

交易额 (千)
108241265
70131292
287865
20813997
1216106
6791897
43257257
885352
363767662
25362

亚股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27467.23
2842.28
24127.85
3558.18

AUD
CNY
EUR
GBP
HKD
JPY
SGD
USD

英国FTSE
7561.04
跌
2.51
德国DAX
15696.07
跌 76.49
法国CAC
7146.71
涨 12.88
荷兰AEX
767.20
跌
2.50
Http://tw.stock.yahoo.com 19/1/2022 15:32

美股

买进

卖出

10251.03
2242.68
16237.45
19445.89
1829.02
124.25
10565.10
14253.38

10356.94
2268.08
16402.08
19642.76
1847.43
125.53
10677.62
14396.63
中间价 520.59

盾币贬值28盾
周三，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364盾中间价结束，比先
前价值14336盾，盾币贬值28盾。(asp)

简讯
因美国加息前景提振美债收益率
金价下滑
因为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
储/FED)积极加息的前景推动指标公
债收益率触及两年高点，降低了无息
黄金的吸引力，金价周三跌向前一交
易日的一周低点。
0513GMT，现货金下滑0.1%，报
每盎司1,812.27美元，周二曾跌至每
盎司1,805美元的一周低点。美国期
金亦滑落0.1%，至1,811.10美元。

土耳其输油管道中断加剧供应紧张前景
油价创2014年来高位

高盛公布的疲弱业绩令金融股承
压，而随着美债收益率升至里程碑水
平，科技股延续始于年初的抛售，美
国主要股指周二大幅下挫。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43.34
点，或1.51%，报35,368.47点，
标普500指数大跌85.74点，或
1.84%，报4,577.11点，纳斯达克
指数重挫386.86点，跌幅2.6%，至
14,506.90点。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022年1月19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道琼工业
35368.47
跌 543.34
那斯达克
14506.90
跌 386.86
S&P 500
4577.11
跌 85.74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1/18

雅加达分行

现汇

TWD (google.com报导)

跌 790.02
跌 21.96
涨 15.07
跌 11.73

欧股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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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三（19/1）综合股价指数
（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综
指下落4.43点或-0.07%，至6609.63点。
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22.08或-0.33%
，报收于6591.981点。
LQ-45指数下落
6.2点或-0.66%，报938.613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下落
790.02点或-2.80%，报27467.23；香港
指数上升15.07点或0.06%，报24127.85
；上海指数下落11.73点或-0.33%，
报3558.18；海峡时报指数下落1.29点
或-0.04%，报3278.75。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
易总共发生133万7209次，有192亿5231万
3976份股票易手，总值12兆零679亿4208
万2528盾。涨价的股有230种，落价的股有
290种，165份持平。外资净购2094亿5000
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涨价1100盾，现价
6600盾；ABDA（Bina
Dana
Arta保
险公司股）涨价1050盾，现价7375
盾；PTSP（Pioneerindo股）涨价800盾，现
价6475盾；BYAN(Bayan能源公司股)涨价
725盾，现价3万287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INKP（Indah
Kiat
股）落价475盾，现价7500盾；UNTR（友
联拖拉机股）落价400盾，现价2万3250
盾；GEMS（Golden Energy Mines股）落价
350盾，现价6375盾；MCAS（M Cash股）
落价350盾，现价8650盾。

美国股市下跌

最高盈利(Top Gainer)
开盘

1美元兑14364盾

因为俄罗斯和阿联酋地缘政治问
题令人担忧，而且一条从伊拉克到土
耳其的输油管道中断，人们对已然紧
张的供应前景更加担忧，油价周三连
续第四天上涨。
0543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0.87美元或1%，报每桶88.38美元，
前一交易日跳涨1.2%。该指标合约
最高攀升至89.05美元，为2014年10
月13日以来最高。美国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WTI)期货攀升1.03美元或
1.2%，至每桶86.46美元，周二上涨
1.9%。美国原油稍早跳升至87.08美
元，创2014年10月9日以来最高。

图为周二（18/1），一些居民正在排队等待获得疫苗
加强剂(Booster)和儿童疫苗的召唤。BCA 再次成为疫苗
接种中心，同时仍遵守适用的法规，为雅加达东部的
第 1 剂和第 2 剂以及加强剂和儿童提供疫苗。该疫苗
接种中心是该银行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该疫苗
接种中心于 2022年1月17日开始至22日。该活动也是
全国疫苗接种加速计划中银行业人员关怀运动的一部
分，同时也鼓励今年中亚银行的使命，即促进可持续发
展#BCAForSustainability。（商报/Hermaw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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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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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2
2238.53
16111.29
19333.53
1825.56
124.05
0.00
10529.16
14165

10422
2296.53
16451.29
19733.53
1868.56
127.05
0.00
10749.16
14565

0.00
2236.53
0.00
0.00
1821.56
0.00
1733.92
0.00
14160

0.00
2298.53
0.00
0.00
1872.56
0.00
1845.92
0.00
14570

部门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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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1.98
938.61
552.06
1212.60
1159.83
1035.65
663.16
844.89
1417.59
1575.50
725.90
7981.39
924.77

波幅(%)
-0.33
-0.66
-0.16
1.39
-0.94
-0.82
0.49
0.07
-0.63
-0.7
0.09
-0.32
-0.28

黄金行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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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000 盾卖出 4.45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360.000 盾卖出 8.855.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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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RA公司定下指标

印多水泥使用另类燃料
今年收入增长25%

持续减少煤炭使用量
【Kontan雅加达讯】印多水泥(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 Tbk / INTP)公司
持续利用另类燃料，替代使用煤炭能源的
措施。

AKRA公司的大型油桶。
【Kontan雅加达讯】
AKR Corporindo (AKRA)
公司已制定2022年有
望能达达的数项业绩指
标。AKR
Corporindo公
司经理部认为，虽然在
2021年面对数种商业挑
战，AKR
Corporindo公
司 仍拥 有坚固的基础。为
此，AKR Corporindo公司
已为2022年的业务做好准
备。
AKR
Corporindo公司
定下指标，2022年收入
增长20%至25%。除此
之外，AKR
Corporindo
公 司也 定下毛利增长大约
12%至15%的指标。今年
的每股收益（earning per
share）增长大约15%至
18%。
日前，AKR Corporindo
公司经理兼秘书Suresh
Vembu持乐观态度，今
年将成为业务活动良好
的一年。这是根据印尼
央行（BI）预期，2022
年 ，全 国经济增长大约在
5%至5.5%。“我们预
测，今年，能源和原料
需求将提高，与国内生
产总值（PDB）一致。为
此，AKR Corporindo公司
预 期， 运输和贸易业都良
好增长。”
他补充说，AKR Corporindo公司也对东爪锦
石（Gresik）的爪哇工业
和港口综合区（JIIPE）
工 程寄托 很大的希望。希

望能对AKR Corporindo公
司的毛利增长提供贡 献 ，
因深信在我国的实体 领 域
（sektor
riil）投资氛围
愈加良好。
AKR Corporindo公司经
理部也深信，今年， 爪 哇
工业和港口综合区的 投 资
需求将提高，以致，AKR
Corporindo公司能从该爪
哇工业和港口综合区 的 租
赁者获得收入。
Suresh续称，AKR Corporindo公司预测，2022
年拨出的资本支出大 约 为
2000亿盾至2500亿盾。
该资本支出将聚焦于 发 展
基础设施资产和AKR物流
业。
AKR Corporindo公司的
其中之一项商业计划 ， 是
与合作伙伴持续投资 ， 通
过Dealer Owned, Dealer
Operated
(DODO)方式
扩展BP-AKR公共加油站
（SPBU）零售网。除此之
外，对爪哇工业和港 口 综
合区工程的续后发展 也 将
持续施行。
“我们希望爪哇工业和
港口综合区工程能持 续 发
展第2阶段，将使用公司
内部现金。”
作为信息，截至2021
年第3季，AKR Corporindo公司收入同比增长24%
成为17.25兆盾，与此同
时，AKR Corporindo公司
净利同比提高16.5%成为
7969.8亿盾。（sl）

INAF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额提高30%

日前，印多水泥公司
经理兼秘书安东尼.玛科
斯（Antonius Marcos）
披露，已减少使用煤
炭的措施，持续提高使
用另类燃料。“我们久
已作出防范措施，持续
提高另类燃料使用量，
以致，能减少煤炭使用
量。”
此前，印多水泥公司
声明，将在5年内拨出5
兆盾预算，供作生产用
途的另类燃料工程，已
定下上述预算的指标，
至2025年的比例达到
25%。
根据Kontan记载，
印多水泥公司总经理克
利斯迪延.卡尔达威查
亚（Christian
Kartawijaya）称，另类
能源使用比例持续提

高。根据印多水泥公
司记载，至2021年第3
季，另类能源使用量比
2020年的9.3%已提高
到11.8%。
印多水泥公司减少
煤炭使用量的诺言，将
成为该公司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之责任。这作为
支持能源和矿物资源部
（ESDM）减少水泥生
产程序产生的二氧化碳
（CO2）的计划。
有关计划将在2022年4
月1日生效的碳排放课税
条例，安东尼解释说，
碳排放税并没有对销售
量造成影响，但却对水
泥售价造成影响。“随
着因为碳排放税致使生
产费提高，为此，我们
将调整售价。”
该碳排放税条例登载

雅加达Sunda Kelapa码头的工人正在折卸水泥情景。
于税收法令协调（HPP）
内，指定对每公斤的二
氧化碳当量（CO2e）课
以30盾的税费。
根据印多水泥公司记
载，截至2021年11月，
销量比2020年增长3%至
4%。印多水泥公司的水
泥销量达到1550万吨，
印多水泥公司坦言，已
达到2021年的销售指
标。
而在2021年首9个月
期间，印多水泥公司获
净收入同比提高4.5%，

从10.15兆盾成为10.61
兆盾，与此同时，印多
水泥公司总销售量增长
6.9%。
有关2022年的商业
规划，安东尼阐明，目
前，印多水泥公司仍在
总结数字的过程。为
此，目前印多水泥公司
还不能提供信息，因审
计程序还在进行。
“明确的是，2021年
的业绩将成为2022年印
多水泥公司规划的良好
资本。” （sl）

去年Brio型款汽车 推动本田汽车销量提高
【Kontan雅加达讯】2021
年全年，本田汽车(Honda
Prospect Motor/HPM)公司在
我国零售销量达9万1393辆，
或比2020年同期7万9451辆提
升15%。
去年，本田销量受到本田
Brio业绩的支持，推出新车
型，以及奢侈品销售税(PPnBM DTP)折扣，有效推动汽
车市场增长。
虽然销售增长符合我国经
济情况开始提高，去年下半
年，本田销量受到全球零部件
供应障碍的影响。
本田产品在2021年底供应
开始好转，以致目前，本田聚
焦于优化产能，来满足消费者
仍高的需求。结果，在2021年
12月销量环比11月总销量9908
辆，增长41%，。
本田汽车公司商业创新和
营业经理尤萨克.比利(Yusak
Billy)称，在2021年本田销售
与公司的预期一致，因为已考
虑各种情况，如推出新车型、
税收折扣影响，或生产的零部
件供应有限。“我们感谢消费

者对本田产品的需求至去年底
仍很高，尤其是本田Brio和新
车型如全新本田BR-V和City
Hatchback RS。”
“尤其是本田Brio的订单
很高，我们将优化两家工厂
的产量为快速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
2021年，本田最大销量
来自于本田Brio，总共45332
辆、Brio Satya 30254辆，和
Brio RS15078辆。为此，本田
Brio占本田2021年全年总销量
的50%。
截至2021年底，本田
HR-V
1.5L汽车占本田总
销量16525辆的18%，本
田CR-V占10%或销量9378
辆，以及本田City Hatchback
RS销量8384辆，贡献9%。
其他本田车型在2021年
的贡献来自于本田Mobilio
达5498辆、本田BR-V 2764
辆、本田HR-V 1.8L 1160
辆、本田Jazz 997辆、本田
Civic Hatchback RS 649辆，
和本田Odyssey 163辆。
在轿车汽车，本田Civic

2021年，本田最大销量来自于本田Brio共计45332辆。
销量276辆、本田Accord 187
辆、本田City 70辆，和本田
Civic R型车10辆。
2022年，本田开始交付
新车型，其中是全新本田
BR-V、全新本田CR-V Black
Edition、全新本田Civic、全
新本田City，和全新本田Accord。从今年开始，本田也不
再营销一些车型，即本田Civic
Hatchback和本田Odyssey。
为增加今年初的市场，本
田向消费者提供以“新年，
新交易”为主题的销售计

划。在这个计划，消费者将
获得各种好处，从附加价值
到免费维修。
消费者将获得额外收获，
即定期免费维修(服务+零
部件至5万公里或4年)，尤
其是购买本田Mobilio、本田
BR-V、本田CR-V、本田City
Hatchback RS、本田HR-V，和
本田Brio汽车。
不仅如此，本田也提供年
底推销尤其购买本田Mobilio
和本田BR-V汽车可获至400
万盾。(lcm)

TPMA公司考虑调高煤炭运输费
Indofarma公司在西爪哇省Cibitung的制药厂。
【Kontan雅加达
讯 】 国 营 制 药 公 司
Indofarma(INAF)定下指
标，2022年销售额比2021
年同期可增长30%。
Indofarma公司秘书
Wardjoko Sumedi称，政
府实施接种新冠疫苗加
强针的计划， Indofarma
公司通过旗下Indofarma
Global Mendika公司有潜
力获得收入。
据了解，Bio Farma公
司指定Indofarma Global
Mendika公司成为新冠疫
苗加强剂经销商，例如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疫苗。“在新冠疫苗加
强剂计划，Indofarma
Global
Mendika公司仅
分配Covovax疫苗
，
但是，监管机构还没
有决定至今还没允许
Covovax疫苗作为新冠
疫苗加强剂。虽然如
此，从Indofarma Global
Mendika公司有潜力获得
收入。”
他补充说，目前Indofarma公司在与利益相
关者进行合作，设法让
Covovax疫苗可以使用
为政府新冠疫苗加强剂
计划。
有 关 利 润 增

长，Indofarma公司没
谈及指标。Indofarma
公 司 声 称 今 年 筹 备
1330亿盾资本支出使
用在扩展Indofarma公
司的商务。
Indofarma公司称，他
们也计划增加新行业，
如医疗设备和草药。此
外，医疗设备和药物供
应将涉及政府或私人医
院的运营合作 (KSO)。
关 于 2 0 2 1 年 业
绩，Indofarma公司透露
所有Indofarma公司业绩
非常好，并已达到增长
指标。Indofarma公司原
本已定下2021年可以达
到2.5兆盾和净利40亿
盾的指标。“我们无法
进一步阐述报告结果，
但是，总体来看，2021
年，Indofarma公司业绩
相当好，而且我们达到
所定的指标。”
2 0 2 1 年 第 三
季，Indofarma公司获净
销售额1.49兆盾，或比
2020年同期7492.5亿盾
飙升99.91%。
截至2021年第三
季，Indofarma公司成
功录得净利28.2亿盾，
而去年同期净亏损达
188.8亿盾。(lcm)

【Kontan雅加达讯】Trans
Power Marine (TPMA)公
司考虑选择调高煤炭运输
费。Trans Power Marine公司
经理鲁迪.苏迪约诺（Rudy
Sutiono）称，Trans Power
Marine公司将洽谈调高煤炭
运输费选项的可能性。
目前，Trans Power Marine公司正在研究中，选
择调高运输费，大约5%至
10%。“因为运输费已很久
还未提高。”
目前，Trans Power Marine公司大部分的商业收入
来自煤炭领域，占公司运输
业总收入的80%，其余来自
木屑（wood chip）运输。
根据鲁迪记载，煤炭运
输服务需求正飙升。甚至，
该数目超越现有的船队数
目。jux，Trans Power Marine公司拥有35配套驳船
+拖船，以及3艘起重驳船
（crane barge）。
目前，Trans Power Marine公司船只利用率达到总
容量的95%，余下5%是后
备，因有例行轮船维修和停
靠活动。
轮船服务需求很高，以
及，Trans Power Marine公
司认为煤炭价格仍良好的趋
势，该公司乐观认为，2022
年，运输工业仍将持续增
长。Trans Power Marine公司
已计划将争取业绩增长。
至今年底，Trans Power
Marine公司定下收入增长
15%和净利增长30%至40%
。Trans Power Marine公司将
持续保持品质服务和与客户
良好沟通。“最主要的是向

客户提供的服务，良好的沟
通和提高Trans Power Marine
公司的员工能力。”
2021年1月至9月期
间，Trans Power Marine公司记
载收入比2020年同期的3014
万美元提高0.61%成为3033
万美元。在该期间，Trans
Power
Marine公司从该收入
中，获得342万美元的净利，
比2020年同期的116万美元提
高194.66%。 （sl）

Trans Power Marine (TPMA)公司正在装卸煤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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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卫生部发通知函

只为儿童提供科兴疫苗

逾3000间房屋受损

【罗盘新闻网讯】印尼卫生部发通知
函，强调只为6至11岁儿童提供科兴疫
苗。据covid19.go.id疫情防控专题网站1
月19日消息，卫生部疾病防控局长马希才
莱恩·隆多努沃说：“我们公布只有6到
11岁小孩才能接种科兴疫苗，也为12岁
以上小孩提供第二剂科兴疫苗。”

2021年12月14日，南雅加达巴油兰-拉马镇一所公立小
学小学生注射新冠疫苗。

马希补充称，不许18
岁以上人群接种科兴疫
苗。6至11岁儿童疫苗接种
可在全国所有县市展开。
此前新闻报道称，印尼
政府在2021年12月14日开始
为6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
苗。卫生部副部长兰特·萨

克索诺·哈尔布沃诺称，
6至11岁儿童目标接种人数
是2670万人，政府准备约
5800万剂疫苗 。 印 尼 免 疫
技术咨询小组（ITAGI）
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BPOM）已经批准给未
成年人接种疫苗。(cx)

完成第三剂后是否需要接种第四剂？
【罗盘新闻网讯】印尼
政府从1月12日开始为18
岁 以上 人群提供第三剂疫
苗，高 危 人 群 优 先 接 种 ，
第二和第三剂间隔时间
至少半年。第一和第二
剂疫苗接种半年后人的
抗 体 会 下 降 ，需及时接种
第三剂。
那么，完成三剂后是否
需要接种第四剂？
今日（1月18日），印
尼 卫生 部传染病防控负责
人 西蒂 ·娜蒂娅·塔尔米

兹在线上研讨会上说 ：“
是不是需要第四剂或 每年
都要打新冠疫苗，直 到现
在我们没有足够循证 医学
证据。”
娜蒂娅称，政府一定要
做到尽力使新冠肺炎变成地
方性流行病，同时也为了获
知新冠疫苗需求情况。
娜蒂娅接着称，为什么
需要接种加强针，因 为这
是预防控制新冠病毒 传播
最有效的手段，以致 确诊
病例不会徒增。 (cx)

2022年1月13日，印尼日惹特区班图尔县日惹展览中心许多老
年人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图片来源于安塔拉通讯社）

万丹省被地震震坏的民房。（图片来源于安塔拉通讯社）
【综合讯】印尼万丹
省55个镇被6.7级地震震
坏的建筑物数量持续增
加 。万 丹 省赈 灾 局数 据显
示，截止1月18日总数为
3078间，其中395间严重
损坏，692间中度损坏和
1991建轻微损坏。
据印尼国家赈灾局称，
班特格琅县受灾最为严
重，截止1月18日晚上
10时有379间房屋严重受
损、581间中度受损和1764
间 轻微 受 损。 此 外， 也有
43所学校、16所民间诊疗
所、4所村办事处、14所宗
教场所和3间店铺被震坏。
这场地震也造成2个人罹难
和8个人受伤。
西冷县有1建房屋严重

损坏和10间中度损坏，灾
区15户家庭被迫避难。据
报道，丹格朗县有3间房
屋 中度 损 坏。 勒 巴克 县 有
16间房屋严重损坏、38
间中度损坏、228间轻微
损坏、8所学校、6所宗
教场所和1所村办事处也
受损。
西爪省苏加武媚县有3
间房屋中度损坏和6间轻
微损坏，灾民高达41人。
茂物县有11间房屋轻微损
坏、7间中度损坏和2间严
重损坏，灾民高达48人。
班特格琅县政府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自1月14日
开始至27日。印尼国家赈
灾 局把 物 资补 给 交给 班 特
格琅县政府。(cx)

本周三雅加达

印尼卫生部：发达国家捐赠的110万剂新冠疫苗已过期 31处积水点仍未退去
【综合讯】印尼卫生部
长布迪·古纳迪·萨迪金
称有不少发达国家向本国
捐赠新冠疫苗，但可惜的
是这些疫苗已经过期。已
过期的阿斯利康、辉瑞和
莫德纳新冠疫苗达到121
万剂。

昨日，布迪在与国会
第9委员会开工作会议时
说：“12月到期的新冠疫
苗有121万剂，其中110万
剂是别国捐赠的。这些国
家囤积新冠疫苗，把用不
完快过期的疫苗捐赠给我
们。因为是免费的，我们

就收了。限用日期在1至3
月之间，因此必须尽快把
这些疫苗用光。”
布迪称，发达国家之所
以把快过期的疫苗捐赠给
印尼，是因为本国疫苗接
种速度可以说很快了。
由于已过期疫苗如此之

多，印尼政府不再收很快
就要过期的疫苗。
西爪哇有27万2000剂过
期疫苗、中爪哇14万8000
剂、南苏拉威西12万剂、
东爪哇10万4000剂和万丹
9万剂，其他省也有不少
过期疫苗。（cx）

印尼贪污犯照片被上架到全球最大NFT平台OpenSea

印尼6名贪污犯照片被上架到OpenSea网站截图

【印尼文版商报新闻
网 讯 】 此前有不少印尼民
众把身份证照片做NFT出
售，现在有不少贪污犯照
片被上架到OpenSea网站。
有6名贪污犯照片被上
架到这个全球最大的NFT
交易平台，他们是米兰达
（Miranda S Goeltom）
、佐科·苏希罗（Djoko
Susilo）、阿基尔·穆塔尔
（Akil Mochtar）、前中苏
拉威西省布奥尔县长阿姆
拉姆·巴塔利普（Amram
Batalipu）、斯缇雅·诺凡
托（Setya Novanto）和纳

查鲁汀（Nazarudin)。这些
贪污犯的照片售价0.05至
0.09以太币（ETH）。
一个使用印尼肃贪委员
会（KPK）作为用户名的人
把上述贪污犯照片做NFT上
架到OpenSea网站。后来这
些贪污犯照片在社交网络
上流传，肃贪委员会对此
事发声。
周二（1月18日)，印尼
肃贪委员会发言人阿里·费
克里说：“我们没有在这个
NFT交易平台注册账号。请
不要冒用肃贪委员会名义和
标志做违法的事。” (cx)

周二（1月18日）下午，东雅加达普罗加隆镇艾哈迈德·
雅尼路金帕卡-普缇高速公路入口积水。
【罗盘新闻网讯】
雅 加达赈灾局报告称，
截止周三（1月19日）
清晨6时有31个邻组积
水仍未退去。
雅加达赈灾局数据
中心主任穆哈·尹萨夫
发文称，上述31个邻组
都在西雅加达地区，有
873个人或是234户家庭
被迫避难。

直葛存有20个邻组积
水高达40至110厘米，而
卡 马尔村11个邻组40至
70厘米。积水的原因还是
一样，就是降雨量高、
洪涝和斯蒙古尔河水
暴涨。
他说：“我们正在处置
积水点，很快就会褪去。”
灾民在11个避难所
避 难。 (cx)

占碑省海域载有上百吨椰子货船遇大浪翻沉
【viva新闻网讯】印尼一
艘载有上百吨椰子的货船在
占碑省东丹绒-贾邦县东姆
亚拉-萨巴克镇库亚拉-新

布尔海翻沉。这艘货船船身
被巨浪击打，海水进入船
体，船员向渔民呼救。
本周二，占碑省警察厅

水警队队长卢姆班·高尔
向媒体证实Cahaya Sumekar
号货船在东丹绒-贾邦县海
域发生翻沉，所幸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该艘货船从东丹绒-贾邦
县萨杜镇出发前往廖内省途
中遇到了恶劣天气被巨浪掀

翻。渔船看见7名船员向他
们呼救，立即上前施救。渔
民帮助他们把椰子捞上船，
把船身拉到海边。

占碑省警察厅水警和救
援局前往事发地点对船员
进行转移。所有船员都安
然无恙。(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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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代总理公开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阿政府：

所有条件都已满足
【海外网】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日，阿富汗
临时政府代理总理毛拉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呼吁
国际社会正式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并在喀布尔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所有条件都已满足。阿洪
德说：“我要求所有的政府，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他
们应该开始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阿洪德和其他塔利
班政府官员以及部分联
合国官员在发布会上，
呼吁放宽对进入阿富汗
的资金的限制，并表
示阿富汗日益严重的

经济危机是因为资金被
冻结。阿洪德说：“短
期援助不是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设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报道称，目前，

2021年挪威出口创新高
【彭博社】当地时间
1月17日，挪威统计局
在一份网站声明中称，
由于对化石燃料、鱼类
和金属的需求增加，挪
威2021年的出口额飙升
至创纪录的水平。
作为西欧最大的石油
和天然气出口国，挪威
在2021年向海外销售了
价值1.38万亿克朗(约合
1560亿美元)的商品，同
比增长77%，创纪录新
高。与此同时，挪威全
年贸易顺差达到5310亿
克朗，也创下新高。
2021年，在天然气价
格创纪录的情况下，挪威
天然气出口价值比2020年
翻了两番，达到4758亿克
朗。挪威石油理事会表
示，2021年第四季度，挪
威石油和天然气每个月的
出口价值都超过115亿美
元，是2020年同期出口
价值的三倍。
据外媒报道，挪威石
油管理局(NPD)数据显
示，挪威2021年石油产
量为1.02亿立方米，天
然气产量为1130亿立方
米。北海Johan Sverdrup
油田第一阶段已全面投
产，第二阶段计划于今
年启动，一旦实现全面

生产，将占挪威大陆架
石油产量的35%。
挪威石油管理局表
示，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产
量的提高，挪威的石油总
产量预计将在未来三年持
续增长，2024年预计将上
升至433万桶油当量。挪
威预计，石油公司今年将
提交数十个 新 的 投 资 计
划，以利用议会推出的
税收优惠政策，在未来
几年内增加投资。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限制和石油需求的严
重下降，挪威经济在2020
年备受打击。2021年，挪
威石油业重新恢复强劲增
势。分析指出，挪威的石
油和天然 气 行 业 潜 力 巨
大，尽管疫情期间挪威
油气产量受到限制，收
入减少，但欧洲的石油
和天然气需求没有减弱
的迹象，挪威在能源供
给方面日趋稳定。
化石燃料价格上涨
正在成为挪威央行继续
加 息的 理 由。 挪 威 央 行
是发达国家中最强硬的
央行之一，挪威也是疫
情 后 首 个 加 息 的 发达经
济体。分析预测，2022
年挪威央行很可能继续
加息。

世卫驳斥奥密克戎没风险的言论

称新冠大流行远未结束

当地时间1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14街一处新冠病
毒检测站为居民做检测
【中新网】综合报
道，世界卫生组织(WHO)
总干事谭德塞18日强调，
新冠大流行还“远未结
束”，并向宣称“传播迅
速的奥密克 戎 变 异 株 没
有风险”的言论发出警
告。世卫另一名官员还
称，新冠病毒永远不会
被 根 除 ， 但 世 界 有 机会
在2022年结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法新社报道称，快速
蔓延 的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比先前的新冠变异株更具
传染 性 ， 但 接 种 过 疫 苗
者如果感染奥密克戎，
似乎不容易发展成重
症，由此引发各界讨论，
疫情是否从大流行阶段转
为地方性流行病阶段。
谭德塞18日在日内
瓦的记者会上表示，把
奥密克戎视为温和变种
是危险的。谭德塞还
说：“平均而言，奥密
克戎的致病性可能没有
那么严重，但是，把它
说成是一种轻度疾病是
具有误导性的。”
他表示：“不要搞错
了。奥密克戎会导致住

院和死亡，即使是轻度
病例也足以让医疗体系
不胜负荷。”
当天，世卫组织公共
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迈
克尔•瑞安在出席2022年
世界经济 论 坛 视 频 会 议
时还表示，新冠病毒永
远不会被根除，但世界
有机会在2022年结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2020年1月
30日宣布新冠疫情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3月11
日宣布新冠疫情具有大
流行特征。
瑞安指出，疟疾、人
类免疫缺乏病毒(HIV)等
都属于地方性流行病，
每年夺走成千上万人的
性命，但是，“地方性
流行病本身并不意味
‘ 情况好转’，只代表
它将‘永远存在’。”
瑞安说：“我们要做
的是，将疫苗覆盖率提升
至最大程度来降低疾病发
生率，这样就不会有人死
亡。在我看来，这才是紧
急情况落幕的时刻，也是
大流行病告终的一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冻结了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阿富汗银行资
产，并切断了曾经构
成阿富汗经济支柱的
发展资金。

阿富汗临时政府向国民发放电子身份证

航空公司匆忙取消或调整飞美航班
除非FAA发布新的正式
指南，否则可能会取消
更多航班。
“虽然这是朝着防
止大范围干扰航班运营
的正面进展，但一些
飞行限制可能仍然存
在，”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表示。
世界上最大的波音
777飞机运营商、迪拜
的阿联酋航空表示，将
从1月19日，即5G无线
服务的计划部署日期，
暂停飞往美国九个目的
地的航班。
阿联酋航空飞往纽
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
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将
继续运营。
日本的两家主要航
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

航空9201.T表示，将削
减波音777航班。
全日空称，它将取
消或调整部分美国航线
的机型。据Skift报导，
日本航空表示，“在确
认安全之前”，不会在
美国大陆航线使用777
飞机。
大韩航空003490.KS
称，已经在六个美国客
运和货运航班停用777
和747-8机型，并预计
周三还将更换另外六个
航班使用的机型。
这些航空公司表
示，他们是根据波音通
知采取的行动，通知称
5G信号可能会干扰777
机型的无线电高度表。
波音发言人没有立即发
表评论。

欧洲电动车月销量 首次超柴油车
【经济参考报】
据 英国《金融时报》
报道，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2021年12月欧洲电
动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柴
油汽车，因为消费者更
加偏向选择有补贴的零
排放汽车，而不再继续
依赖于柴油汽车。
初步估算显示，包括
英国在内的18个欧洲市
场2021年12月售出的新
车超过五分之一为纯电
动车。相关数据由独立
汽车分析师马蒂亚斯·
施密特向《金融时报》
提供。数据同时显示，
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柴
油车当月销量仅占不到
19%。12月，包括英国
在内的18个欧洲市场电
动汽车销量为17.6万辆，
同比增长6%以上，创历
史新高；相比之下，柴油
车销量接近16万辆。
电动汽车之所以能
得到较大发展，除了各
国提供的电动汽车政府
补贴外，也得益于这些
国家更为严苛的排放法
案的执行。
自2015年大众汽车“
柴油门”尾气排放检测
作假丑闻事件曝光后，
欧洲市场柴油车销量稳
步下 降 。 一 些 城 市 对 老
旧柴油车的禁令以及主

2022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推迟至四月
将首次在拉斯维加斯举办
美国媒体18日报道称，格莱美音乐
奖主办方当日宣布，第64届格莱美音
乐奖颁奖典礼将推迟至4月3日举行，
地点为拉斯维加斯米高梅花园剧场。
《洛杉矶时报》18日报道称，当
日，格莱美音乐奖主办方美国国家录音
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了今年颁奖典礼
的举办时间和地点。《纽约时报》报道
称，这是该颁奖典礼第一次在拉斯维加
斯举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派拉
蒙+”流媒体平台将直播颁奖典礼。

据秘鲁《公言报》报道，当地时间
18日，秘鲁社会医疗保险机构(EsSalud)
报告称，1月份第二周，该国新增超
20.6万例新冠确诊病例，是第二波疫情
高峰期的(67107例)的3倍。此外，秘鲁
多名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宣布感染新冠
病毒。据报道，近期，秘鲁新冠疫情急
剧扩散。EsSalud报告显示，与1月份第
一周相比，第二周新增新冠感染人数
增加了120%以上。另外，秘鲁全国多
个地区单周新增病例数超过了第一波
和第二波疫情高峰期的纪录。

东京多名年轻女子感染新冠
曾在闹市区接触驻日美军
据日媒“ABEMA TIMES”19日消息，
日本东京有5名以上年轻女子感染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她们1个月内，在东京繁华
商区的俱乐部等地曾同驻日美军士兵有
过接触。据东京都政府人士消息，上月
（2021年12月）末至本月上旬期间，同
驻日美军士兵有过接触的5名以上年轻日
本女子都已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她
们称，自己在东京的俱乐部等地接触过
美军士兵后出现身体不适。还有女子将
病毒传染给家人。经过事后调查，这些
美军士兵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日媒称，东京都自上月末开始奥密
克戎确诊患者激增，东京都政府人士
认为，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原因很
可能在于驻日美军。而繁华街区的店
家称，每天客流量大，无法锁定具体
的密接人员。对于上述情况，驻日美
军司令部回应称，包括检测结果阴性
的人在内，目前已全面禁止不必要不
紧急的外出活动。

欧盟将银行业使用伦敦清算所的许可延长三年

德国大众集团是西欧地区主要电动车制造商。
要市场柴油车税的提
高，进一步影响了柴油
车的销量。这一趋势在
2021年第四季度加速。
德国大众集团是西
欧地区主要电动车制造
商，2021年在这一地区售
出超过31万辆电池驱动
汽车。去年西欧市场的电
动车注册量为119万辆。
不过，大众汽车集团
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
斯此前表示，自动驾驶
汽车才是“真正改变”
汽车行业的产品，而非
电动汽车。他说，汽车
电动化相对简单，“软
件和自动驾驶才是真正
的行业改变者”。
大众集团2021年的
销售数据显示，该公司
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
化。在自动驾驶等关键
技术的支撑下，集团收

入来源将进一步从传统
的汽油发动机转向零排
放的电动汽车，从汽车
销售逐步转向软件和
出行服务。大众集团预
计，到2030年，全球售
出的汽车中有一半都将
是纯电动汽车。
大众产品组合的系
统性电气化也体现在大
众集团去年12月提出的
2022至 2026年的投资
规划中。与之前的计划
相比，新计划的总额为
520亿欧元，在电动出
行方面的资本支出和研
发成本增加了50%。
路透社报道称，大
众集团的雄心不仅限于
到2025年取代特斯拉成
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
商，同时还打算把自动
驾驶软件服务发展成集
团今后主营业务之一。

索尼股价大跌9%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带来巨大挑战
【路透东京】日本
索尼周三股价大跌9%
，此前游戏业务竞争
对手微软称将以创纪
录的687亿美元收购
游戏开发商动视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人们普遍认为索尼
的PlayStation在与微软
的Xbox的代际之争中处
于领先地位，不过微软
正在积极扩大其Game
Pass订阅服务，此次收
购的动视暴雪正是热门
游戏《使命召唤》的出
品商。
近年来，索尼强化
了内部游戏工作室网

简讯

秘鲁一周新增确诊超20.6万例
多名高官感染新冠

美国5G服务上线或威胁飞行安全
【路透】尽管两家
无线运营商表示将推迟
部分部署，但在引发飞
行安全疑虑的5G服务推
出前夕，主要国际航空
公司周二匆忙调整或取
消飞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
局(FAA)警告，潜在的
5G干扰可能会影响高
度读数，而高度数据在
一些喷气式飞机于恶劣
天气降落中发挥关键作
用，航空公司表示，波
音777是首先受到影响
的机型之一。
尽管AT&T和威讯
(Verizon)宣布他们将推
迟开启机场附近的一些
5G信号塔，但一些航空
公司仍然取消了航班。
其他航空公司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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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并推出一系列独家
热门产品，包括“蜘蛛
侠”系列电影，而微软
则一直在追赶。
“索尼要在这场持久
战中站稳脚跟，将面临巨
大的挑战，”Asymmetric
Adviso r s 的 市 场 策 略 师
Amir Anvarzadeh在客户
报 告 中 写 道 ， 并建议作
空该股。
索尼在虚拟现实领
域是开路先锋，本月还
宣布了关于其下一代
头戴式视图器的一些
细节，但诸如Facebook
所有者Meta Platforms
FB.O等财大气粗的非

传统业者也在投资“元
宇宙”。
PlayStation是动视暴雪
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许多行业观察人士
认为，随着云技术的进
步削弱了与笨重游戏硬
件的联系，跨平台的可
操作性对于元宇宙的成
功至关重要。
富 瑞 金 融 集 团
(Jefferies)分析师Atul
Goyal在客户报告中写
道：“如果微软继续
向(PlaySation)平台提
供这些游戏，这将表
明它可能长期立足于
元宇宙。”

欧盟的金融服务主管Mairead
McGuinness周二表示，欧盟将把区内
银行继续使用伦敦清算所的许可从6月
开始再延长三年，同时加大努力以结
束对英国的“过度依赖”。
欧盟希望直接监管欧元计价衍生品
的清算，并在自身资本市场建立 “自
主权”，因为英国在脱欧后已不再受制
于欧盟的金融规则。McGuinness在去年
11月曾表示，这种被称为“对等”的许
可将从原定到期时间2022年6月再延长
一段时间，以便银行业有更多时间将清
算业务从伦敦转移到欧洲大陆。

美国和英国周三将宣布
启动有关钢铝关税正式会谈的计划
两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美国和英
国预计将在周三宣布计划，以启动正式
会谈，解决有关美国钢铝关税的贸易纠
纷。消息人士告诉路透，这一宣布将是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
和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之间关于钢铝关税的线
上会议的内容之一。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并表示，预计双
方不会宣布会谈的具体时间表，也不会
宣布达成协议的具体期限。美国商务部
一位发言人不愿就宣布计划发表评论，
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未回应路透
关于会谈的询问。

澳新银行：预计新西兰联储
将在2023年4月前将现金利率上调至3%
澳新银行分析师预计，新西兰联储
将在2023年4月前将现金利率稳定上调
25个基点至3.0%，较此前预测的峰值
2.0%大幅上调。 原因是新西兰国内
通货膨胀上涨和劳动力持续短缺。 重
点是，最新的观点并非基于经济将强
劲增长的情景，目前供给侧长期遭受
冲击意味着，即使经济只是温和增长
也可能导致资源紧张并引发通胀。

泰国政府拨款14.8亿泰铢实施平抑物价计划
当地时间1月18日，泰国内阁会议决
定，向商务部拨款14.8亿泰铢(约合人
民币2.8亿元)，实施平抑物价计划，缓
解该国目前物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泰国
开泰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近期泰
国物价上涨过快，涨幅达到20%，曼谷
地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月收入低于1.5
万泰铢(约合人民币2900元)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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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门诊

离婚增多家人变少 社交有限寂寞恐惧

二十年来中国老人心事变多了
受访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王大华
本报记者 高 阳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
口最多的国家，60岁以上
老年人口已达2.6亿多，
占总人口比例15.5%。
相对于年轻人的心理问
题，老年人心理问题更像
是一种“隐形”的疾病。
《心理发展与教育》上的
一项新研究提示，近20多
年来，受各种社会因素影
响，中国老人的心理健康
水平连年下降，在心灵层
面，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
关注。
这 项 研 究 针 对
1996~2016年间中国老人
（涉及近7万55岁以上人
群）的心理状况进行荟
萃分析，用9个因子进行
心理评估，包括躯体化表
现、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
对、恐怖、偏执、精神病
性。结果发现，21年来，
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躯体
化、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和恐怖这5个因子，恶
化幅度超过平均水平。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王大华表示，虽然历史
横断面的荟萃分析并不能
100%反映老人们心理状
况，但当下老人的心理问
题确实比过去更明显。
从不同性别来看，男
性老年人的焦虑、恐怖、
偏执和精神病性上升幅度

更明显;女性则主要是抑
郁、偏执、焦虑、精神病
性增加。相比女性，男性
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得更
明显。从城乡来看，呈
现“一升一降”的局面：
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逐年降低，农村老年人却
逐年上升。研究者认为，
这可能与城乡地区不同的
经济增长率和社保覆盖率
有关。对于城市而言，经
济的增长未必会带来幸福
感的增长。
老人心理健康也面临着
一些“社会威胁”，如较
高的离婚率、死亡率和犯
罪率，让人感到不安全。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跟30年前相比，老年
人离婚率已经翻了一番。
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
不容乐观，超过1.8亿老
人患有慢性病。离婚率和
死亡率的上升，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着老年人家庭关
系不稳定和身体状况的恶
化，这可能使其在配偶、
子女陪伴以及身体健康方
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对未来生活产生恐惧而引
发心理问题。北京市海淀
区法院发现，近十年来，
老人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
势，主要集中在60~69岁
之间。犯罪率的升高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不
安定因素增多，可能使得

老人感知更多的威胁，精
神压力逐渐增大。
此外，王大华认为，中
国老人“心事”变多的原
因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规模缩小，孤
独感增加。第七次人口普
查显示，中国家庭户均人
数2.6人。“这对老人来
说不是好事。”王大华表
示，退休和身体失能后，
老人需要家庭支持，过去
的家庭可以养儿防老和提
供照护，而人口规模减
少，意味着家庭变得脆弱
了。过去是子孙满堂，如
今年轻人在外打拼，经常
不在老人身边，使老年人
孤独感水平上升，尤其是
空巢老人，容易诱发很多
心理问题。
2.缺少子女关爱，孝
道观念淡薄。王大华说，
从大家族到小家庭，家庭
模式在改变，从“父母在
不远游”到“男儿志在
四方”，传统孝道文化式
微，孝敬父母观念日益淡
薄。加上社会强调实现自
我价值和个人成功，父母
把所有爱给了子女，但子
女给父母的回馈却很少，
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求。
3.社会支持水平降低。
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支持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王
大华解释，所谓“社会

健康大讲堂

治关节炎，打针只是一环
主讲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岳剑宁

骨关节炎是骨关节的一种退行性病
变，是由老龄、肥胖、劳损、创伤、关
节先天性异常、关节畸形等原因引起的
关节软骨退化损伤、关节边缘和软骨下
骨反应性增生，又叫骨关节病、退行性
关节炎、老年性关节炎、肥大性关节炎
等。此外，由于50岁以后的妇女体内激
素水平变化，比年龄相仿的男性发生骨
关节炎几率高。
关节腔内注射消炎镇痛液及臭氧是
疼痛科一项常规治疗骨关节炎的治疗手
段，还包括注射玻璃酸钠和富血小板
血浆治疗。但老百姓对于注射治疗普遍
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注射治疗能
做，因为做了效果好；二是注射治疗不
能做，因为做完一段时间后又会复发，
而且消炎镇痛液里有激素，会加速关节
退变。
在解答这个疑惑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骨性关节炎是怎么得的？有哪些表现？
病因。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也在不
断退化，关节软骨修复能力逐渐降低，
但自然退化不会引起疼痛症状。如果有
疼痛感，肯定是有导致其退变加速的原
因出现，这些原因就需要我们重点关
注，比如骨质疏松、废用性改变以及过
量或不恰当地使用关节。此外，体重的
增加也会导致膝关节受力不均，增加关
节负荷；外伤、手术等导致的软骨破坏
或关节结构破坏改变，也是诱因。
表现。关节周围肌腱软组织发生痉
挛、缺血、关节滑膜水肿、骨小梁塌
陷，从而出现疼痛、缺血、炎症渗出、
异常增生，更严重会出现骨质破坏、肌

腱断裂等，形成恶性循环。若这个恶性
循环不能被终止就会出现严重疼痛与功
能障碍。
那么，注射治疗究竟是做还是不做
好呢？单纯从药理上讲，激素确实可以
加速关节软骨凋亡。但临床上应用注射
治疗，主要是因为激素的强效抗炎作用
打破关节炎进展的恶性循环，以建立良
性循环从而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因此
从药物的疗效看，远远优于药物的副作
用。
而为什么治疗后有的患者好了，有的
会复发？复发是因为患者治疗后良性循
环建立在不稳定基础上，原因如下：
1.患者未被告知或未充分认识到骨关
节炎的危害性，而继续以前的不良生活
方式；
2.在骨关节良好的肌肉及骨骼运动系
统完全康复前，运动过多，再次损伤；
3.未加强骨质疏松治疗，未进行关节
周围肌肉韧带的保护性锻炼；
4.过重的关节炎症和关节面损伤，导
致注射治疗不足以完全逆转骨关节炎的
进程。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根治？其实骨
关节炎的治疗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打
了一针就能好的，注射只是一环，最重
要的是要持续治疗：1.足够疗程的规范
化治疗；2.加强患者骨关节保护知识教
育；3.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合理锻炼，
支撑保护关节；4.合理规范补钙和营养
素；5.合理使用关节，减少关节劳损，
比如不要爬山、爬楼，这对膝盖前方的
髌骨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下山或
下楼梯时的压力比向上爬的压力高出2~3
倍，同时不要扛重物，这会加重关节负
荷；6.结合理疗、银质针、冲击波、射
频治疗，调整相邻关节的力学平衡，综
合保护关节。
最后提醒，骨关节炎患者应注意膳食
多样化，高蛋白饮食，注意补充水分。
避免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导致身体
代谢异常，加速骨关节退化。适当食用
粗纤维食物，减少糖类和脂肪的摄入，
从而控制体重，减轻关节负担。▲

支持”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正式的支持，比
如政府、社会组织、居委
会等的照护、福 利 ; 另 一
方面是非正式的社会支
持，如和家人、亲戚、
邻里、同学、老友等的
关系，直接影响着老人
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今
这些亲密关系的规模都
相对缩小，互相也很少
接 触 串 门 了，疏离、隔
阂、寂寥感都会增加。
王大华认为，面对时
代的变迁，每个人的心理
都会有变化，老人们的心
事不应该被忽视，因为他
们的现在可能是我们的未
来。社会要多了解他们的
真实想法和需求，为老人
休闲、生活、运动、再就
业创造平台和空间;不要
刻板化老人形象，认为他
们“老而无用”“容易被
骗”“思想顽固”等;社
区养老驿站应完善健康咨
询服务，安排专业的心理
辅导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
成立社区心理聊天室，疏

导老人的心理困惑。
成年子女也要慢慢理
解父母养育的艰辛和现
在的年迈，体会亲情的
可贵，珍惜、陪伴、关怀
家中老人。外出打工子女
回家时，多关心父母的生
活所需和困难，比如家庭
设施老化、日用品短缺、
家居安全隐患等，最好帮
忙排查一下，增加他们的
安全感。平时跟父母交流
一下自己的工作生活趣
事，听听父母讲讲他们的
新朋友、新体验，也可

以翻翻老照片，一起去
亲戚家串门等，增加亲
人间的联结。
老人自己也要适应时
代变迁，不要故步自封，
不要抵触新技术和新生活
方式，有时也要向年轻人
学习，心态就会开阔、积
极一些。自律地管理好生
活，管好慢病，定期体
检，减少健康威胁。还要
适当降低对子女陪伴的期
待，自己多交结朋友，培
养兴趣爱好，把日子过得
热闹一些。▲

吃出健康

不能人工培养，基本都是野生，且有毒品种很多

吃牛肝菌为什么爱出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 史 军
《昆明大妈吃牛肝菌中
毒出现幻觉，在病床上抓
老鼠》《云南一家七个人
吃牛肝菌 ，差 点“ 团
灭”》……每年此时，类
似的新闻报道总是格外
多，也让人不免纳闷，美
味的牛肝菌怎么会有这么
大毒性？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牛
肝菌并不是一种蘑菇，而
是一个近400 种的庞大家
族。这些特别的蘑菇分属
于59个属，常见的就有牛
肝菌属、金牛肝菌属、圆
孔牛肝菌属等 10 多个属。
其中，中国可食用的牛肝
菌多达199 种，单单是出
现在云南市场上的牛肝菌
就多达45 种，其中常见的
也有31 种之多。跟其他蘑
菇不一样，牛肝菌喜欢跟
松树、栎树等大树共同生
活，不喜欢人类调制好的

培养基，因此市场上售卖
的基本都是野生牛肝菌。
如此特别的来源，如此混
杂的种类，势必带来一个
问题——碰上有毒牛肝菌
的几率很大（有毒牛肝菌
多达33种）。2011年，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李树红，在
云南收集的310 份商品牛
肝菌中，就有5 种有毒。
这些牛肝菌的毒性分肠胃
毒性和神经毒性两大类。
肠胃毒性的牛肝菌不仅会
引发恶心呕吐，甚至会导
致胃出血，如果不及时救
治，会有性命之忧。
众多有毒牛肝菌中，
出镜率最高的当属“见
手青”，学名叫小美牛
肝菌。只要用手触碰那些
橙黄色的菌体，就会出现
青绿色的痕迹。这种蘑菇
在切成薄片时，变色过程

更为明显，见手青的名字
也是这样来的。食用没有
完全加工熟的见手青会引
发幻觉，一位朋友曾这样
描述：“眼前到处都是忙
碌的小人，桌子上、墙壁
上，甚至是大树上，都有
无数的小人，简直就像童
话中描述的小人国。”小
美牛肝菌中的毒素非常复
杂，除了致幻，还会引发
呕吐、腹泻等强烈的肠胃
反应。所以小美牛肝菌一
定要吃熟的，而且最好切
成薄片来炒，有利于均匀
受热，降解毒素，降低中
毒的风险。
还有一点是，并非所有
毒蘑菇的毒素都怕热。要
避免中毒，唯一可靠的方
法就是避免吃到毒菌，所
以那些不熟悉的蘑菇，以
及未知来源的蘑菇，还是
不吃为妙。▲

就医咨询

斑块有哪些危害
浙江省读者易先生
问：前阵子我因头昏、头
晕上医院检查，后经颈动
脉超声检查，被诊断为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请问这
到底是个啥斑块？有什么
危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科杨秉辉教授解答：动
脉粥样硬化是由于脂肪类
物质堵塞在动脉血管中所
致。这些脂肪类物质实际
是在动脉血管壁最里层、
叫做“内膜”的，变得稀
松或有了细微破损后钻入
了血管壁中，但动脉管壁
中又有一层纤维板层，甚
是坚牢，脂肪类物质不能
继续深入，它们就堆积于
内膜之下，日积月累，终
于逐步突出于血管腔中，
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斑块阻碍血液之畅
流，若发生于颈动脉便可
能导致脑部之血液供应不
足，以致头昏头晕；若发
生冠状动脉便可能导致心
肌之血液供应不足，以致
胸闷心悸等。
斑块的危害有二:一是阻
碍血液的畅流，导致下游如
心脑血管等处缺血。二是破
裂，这些含大量脂肪类物质
的细胞、纤维素等顺流而下
被冲到下游较细的血管中，
将其完全堵塞，导致心梗、
脑梗发作。而且，斑块破
裂之时，还会引发血小板凝
聚，使血液在血管中凝成血
块，一并冲至下游，阻塞更
多、更大的血管，则是雪上
加霜，病情愈发严重。
对于第一种危害，若
血管被阻塞在50%以下，

且无症状者，可继续观
察；若阻塞在70%以上、
并有相关症状者应积极治
疗。对于第二种危害，目
前并无直接消除斑块的药
物，但需加强基础治疗，
包括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有效控制血压、血
糖、血尿酸等，并密切
观察。若曾有心梗、脑梗
发作病史，并无服用禁忌
者，宜服用阿斯匹林类药
物。斑块不断增长，斑块
内出现空泡或表面溃疡
者，可能需考虑手术或支
架等治疗。
想要预防心梗、脑梗
发生，必须预防斑块的发
生，故应控制脂肪类饮食
的过量摄入，若血中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过高，应
采用药物治疗。▲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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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尼使馆发言人

就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错误言论发表谈话
2021年12月16日，台
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吴
钊燮接受《罗盘报》专
访，公然散布“台独”观
点，企图混淆视听，颠倒
黑白，误导国际社会，破
坏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关
系，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中国驻印尼使馆对此
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
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
的政治基础。目前，全
世界180个国家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它们都承认一个
中国原则，并且承诺在
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处理
涉台问题。有关国家断
绝同台湾方面的所谓“
外交关系”，不设任何
前提条件地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这是其自主作出的正确
政治决断，过程光明
正大。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
台湾民进党当局否
认“九二共识”谋求“台
独”分裂，出于政治私
利在岛内不断煽动“反中
仇中”情绪，挑动两岸对
立对抗，阻挠破坏两岸正
常交流。勾连外部势力，
挟洋自重，制造事端，为

其谋“独”挑衅张目。这
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的最大威胁。解放军
举行相关演训活动，是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有力针对“台独”
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
涉，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华
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
切身利益。

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
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
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意志。历史
和现实多次表明，“台
独”是绝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
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大势。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澳大利亚将暂时取消背包客

商品供应链紧张，货品短缺

与国际留学生签证申请费用

旧金山华埠小商户陷困境

【中国侨网19日讯】据
澳洲网编译报道，为了缓解
劳动力短缺并减少供应链中
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暂
时取消背包客与国际留学生
的签证申请费用。
《澳洲人报》报道称，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9
日宣布，在接下来的8周
内，向澳大利亚提交申请
的国际留学生将无需支付
630元(澳元，下同)的签
证申请费用。同样，在未
来的12周内，打工度假签
证的申请者也无需支付申
请费。
莫里森指出，新的政策
还将适用于已经提交申请

的2.35万名背包客以及15
万名留学生。
“我向他们传达的讯息
是：来澳大利亚吧。”莫
里森称，“现在就来澳大
利亚，因为你想来这里。
你获得了签证，我们希
望你来到澳大利亚享受假
期，走遍澳大利亚，同时
加入我们的劳动力队伍，
帮助我们农业、酒店业以
及许多其他依赖劳动力的
行业。”
据了解，这些新政将
通过澳大利亚旅游局一
项300万元的活动获得支
持，以帮助吸引背包客与
海外留学生。另外，这些

费用将通过澳大利亚内政
部进行退回。
莫里森同时表示，密切
接触者定义的变化和放宽
签证要求有助于 减 少 因 新
冠肺炎疫情而休假的员
工数量，进而缓解供应
链中断。他同时指出，
关键的劳动力挑战并非
澳大利亚独有，世界上
许多其他国家都在努力
解决同样的问题，“劳
动 力 一 直是一个特殊的挑
战，特别是要应对工作场
所中断的挑战，我们在世
界各国的医护人手问题以
及老龄化劳动力方面也看
到了同样的挑战”。

【中新网19日讯】据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美国旧金山华埠多个小商
户近日表示，自疫情暴发
以来，两年多时间里一直
在解决处理严重的商品供
应短缺问题。随着2022
年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
来袭，国际航班受影响，
商品供应链更加紧张，货
品短缺雪上加霜。
位于旧金山华埠的美发
店老板钟先生说，因为疫
情原因，从中国国内工厂
运送的烫发材料不能准时
到货，目前店内只能提供
剪发服务，没有离子烫发
和卷发的材料可用。

多个餐厅店主则表
示，因物流价格上涨、
运输阻塞，受大家喜欢
的青岛啤酒现在喝不到
了。对于旧金山的小商
业主而言，全球供应链
的紧张和中断，无疑会
带来意想不到的致命打
击，使他们不得不同时
面对原材料和运输价格
上涨，以及送货时间延
长和工人短缺等问题。
华埠小商品 店 家 叶 女
士介绍，目前的商品供
应不足，一方面是运输
周期长和运费上涨，近
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湾区港口工作

人 员 染 疫 ， “ 即使我们
订的货物已经到达了旧金
山，还是找不到人卸货，
运不到我们的手中。”
供应链紧张的问题，
不只对小企业造成恶劣的
影响，对于全球企业都会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制
造多元文 化 玩 偶 的 公 司
WorldofEPI首席运行官
丽莎·威廉姆斯表示，
供应链问题给像他们这
样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
压力，这要求公司必须
比以往更快地将新产品
上架，例如，零售商要
求他们将秋季要发的
货 ， 提 前到五月份发出。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春节期间 疫情防护和安全防范提醒
【中新网北京19日讯】
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微
信公众号消息，随着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快速蔓延，哥伦
比亚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更趋
严峻。近期哥伦比亚武装冲
突和抢劫盗窃案件频发，安
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为度过
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请在
哥中国公民绷紧疫情防护和

安全防范之弦，保障自身健
康和安全。
一、请在哥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严
守防疫规定，做好科学
防护。坚持佩戴口罩，及
时洗手消毒，避免前往人
员密集、通风不畅的公共
场所，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我们呼吁最大限度减

少和避免线下聚会聚餐，
尽可能选择与亲朋好友“
云端”共度佳节。同时根
据自身情况和知情自愿原
则，积极在当地接种疫苗
加强针。
二、坚持非必要、非紧
急，不旅行。尤其避免前往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切忌因
接种疫苗而产生麻痹思想。

如确需旅行回国，行前执行
检测规定，检测后做好居家
隔离和闭环管理 ， 旅 行 途
中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入
境后遵守隔离规定。密切
关注中转地检测、防疫要
求及航班变化，避免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三、避免前往治安条件
不佳以及偏远地区，减少

非必要外出，避免单独、
夜间外出。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注意用火用电安
全，落实对工作区和住所
的安保措施，避免存放大
量现金。注意交通安全，
杜绝酒后驾车。如遇紧急
情况，坚持生命为重，沉
着冷静应对，尽量避免发
生冲突，在确保自身安全

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使馆
或外交部领保中心联系。
当地报警电话：123。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
馆24小时领保应急电
话：0057-317637092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
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
话：+86-10-12308或
+86-10-59913991。

华人社团齐心协力 巴黎中心区庆祝春节活动拉开序幕 阿尔及利亚疫情形势严峻
中使馆吁在阿中国公民做好防护
【中新网19日讯】微
信公众号“向东向西”消
息，当地时间1月17日，法
国亚裔联盟主席孙文雄邀
请巴黎中心区区长威尔，
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主
席郑金标、常务副主席兼
秘书长蔡君柱，法国温州
商会新任会长陆晓锋，法
国青田同乡会常务会长周
伟共同商讨了春节活动的
安排。法国亚裔联盟主席
副主席威永参加了会议。
威尔表示，每年的春节
活动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的一
个节日。他对疫情前的华人
春节彩妆游行印象深刻，每
次游行他都会与家人、朋友
跟着拍照，大家同乐的场景
让人难忘，文化的交融更是
让人欣慰。他说，这是中心
区疫情之下的第二个春节，
出于防疫要求，活动尽可能

放在户外，并且要限制规
模和人数，同时还要让民
众感受到节日的欢乐，因
此系列活动的视频会放在
区政府的官方网站，以便
大家观赏。
除了春节活动，威尔表
示区政府还将大力支持当
地华人的文化项目，如画
展、书展、研讨会等，与
当地华商的对话机制也已
经做了安排。
受中心区政府委托，今
年的春节活动将由法国华
侨华人会、法国亚裔联盟
共同组织、策划。孙文雄
表示，区政府对春节活动
给予了极大支持，安排了
专门的人员联系场地等事
宜，每个细节都考虑的特
别周到。郑金标介绍说，
这次中心区的春节活动，
也将得到各大华人社团的

热情支持。
经过讨论，中心区春节
庆祝活动的日期定为1月
29日，15时在50,rue
de
Turbigo举办隆重的华人
纪念碑揭幕仪式。此纪念
碑由亚裔联盟发起并成功
申请。16时30分举行舞龙
舞狮表演。17时在中心区
政府节日大厅举办春节晚
会，晚会将采取网络直播
形式，录播的节目将放在
区政府官网。这将是没有
现场观众的演出。
蔡君柱介绍说，按照惯
例，1月23日华侨华人会
将在共和国广场和原三区
的主要街道悬挂喜庆大红
灯笼，这个工作将在一天
之内完成。
此前，作为中心区春
节活动的一部分，1月15
日，法国温州商会已经在

RueAu Maire与Rue VOLTA
两条街道上悬挂了数百个
大红灯笼，为庆祝春节拉
开了序幕。
灯笼挂上当天，就吸引
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围观。
威尔还拍了照片，发到了社
交平台。陆晓锋说，由于疫
情，今年很多同胞不能回国
过年，我们就想为大家营造
一种欢乐的节日气氛，缓解
大家的思乡之情，同时也为
当地民众抗击疫情增加一些
信心和希望。“看到大家这
么欢乐，我们觉得值得。”
陆晓锋说。该协会的灯笼悬
挂、安装由巴黎丹德展览公
关策划公司完成。
威尔说，等华侨华人会
的灯笼也挂起来之后，中
心区的春节气氛将更加浓
郁，也会让当地居民感受
到节日的快乐。

【中新网北京19日讯】
据 中国 驻 阿尔 及 利亚 大 使
馆 微信 公 众号 消 息， 近 段
时 间阿 尔 及利 亚 疫情 形 势
再 度趋 紧 ，每 日 确诊 病 例
攀 升， 在 阿中 国 公民 不 断
有 确诊 病 例出 现 ，赴 华 人
员 中输 入 病例 也 增多 ， 导
致 航班 熔 断。 中 国驻 阿 尔
及 利亚 使 馆再 次 提醒 在 阿
中国公民：
一、密切关注阿尔及利
亚 疫情 发 展动 态 ，特 别 要
认 识到 奥 密克 戎 变异 毒 株
传 播力 感 染力 强 等特 点 ，
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心
态 ，持 续 做好 个 人防 护 ，
减 少非 必 要的 外 出活 动 ，
避 免出 入 人员 密 集场 所 。
外出时和与他人交往时
务 必全 程 佩戴 口 罩， 保 持

安 全社 交 距离 。 勤洗 手 ，
勤 消毒 ， 多通 风 ，适 度 锻
炼，合理膳食。
二、积极接种新冠疫
苗。研究表明，现有疫苗对
奥密克戎变异株仍有一定的
保护效果，特别是预防重症
和死亡效果显著。请尚未接
种疫苗的在阿中国公民在知
情自愿的前提下尽快完成疫
苗接种。已完成两针疫苗接
种的人员在接种满半年后可
前往当地疫苗接种点接种加
强针。
三、请拟回国人员务
必 严格 按 照使 馆 发布 的 防
控 要求 进 行行 前 隔离 观 察
和 检测 ， 减少 对 外接 触 ，
旅 行途 中 切实 做 好个 人 防
护 ，避 免 在机 场 和旅 途 中
发生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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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

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8日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上午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总结运用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韩正
出席会议。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
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党中央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了有力政治保障。
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十个年头，十年磨一
剑，党中央把全面从严
治党纳入“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
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
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
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
顽瘴痼疾，清除了党、
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
严重隐患，管党治党
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
转，探索出依靠党的自
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成功路径。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
成就，产生了全方位、
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
坚持、不断前进。
习近平指出，一百
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
民主、接受人民监督，
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勇于
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保证了党长盛不衰、
不断发展壮大。全面
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
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
革命的新境界。必须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
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
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
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
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
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
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
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
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
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
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
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
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
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
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
保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
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
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
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
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
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
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坚持纠正一切损
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
正之风，坚持抓住“关
键少数”以上率下，坚
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
度，形成全面覆盖、常
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习近平指出，要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更加坚定自觉地牢
记初心使命、开创发展
新局。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持之以恒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宣传，引
导全党坚定历史自信，
让初心使命在内心深
处真正扎根，把忠诚
于党和人民落到行动
上，继承弘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
献，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考出好成绩。
习近平强调，要强
化政治监督，确保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要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导
督促党员、干部真正悟
透党中央大政方针，时
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
扎扎实实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不打折扣、不
做表面文章，纠正自由
主义、本位主义、保护
主义，不因一时一地利
益而打小算盘、耍小聪
明，确保执行不偏向、
不变通、不走样。
习近平指出，要保持
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
实现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
目标。我们必须清醒认
识到，腐败和反腐败较
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
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
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
益集团成伙作势、“围
猎”腐蚀还任重道远，
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
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
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
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
清还任重道远，清理
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
隐患还任重道远。我们
要保持清醒头脑，永远
吹冲锋号，牢记反腐败
永远在路上。只要存在
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
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
根除，我们的反腐败斗
争也就不可能停歇。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
见，从思想上固本培
元，提高党性觉悟，增
强拒腐防变能力。领导
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
要重视家教家风，以身
作则管好配偶、子女，
本分做人、干净做事。
习近平强调，要加固
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
锲而不舍纠“四风”树
新风。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大敌。要从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抓起，树立正确政绩
观，尊重客观实际和群
众需求，强化系统思
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
民造福的实事好事，
杜绝装样子、搞花架
子、盲目铺摊子。要落

实干部考核、工作检查
相关制度，科学评价
干部政绩，促进干部更
好担当作为。要加强对
党中央惠民利民、安民
富民各项政策落实情况
的监督，集中纠治教育
医疗、养老社保、生态
环保、安全生产、食品
药品安全等领域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巩
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成果，让群众从一个个
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要加
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
督，教育引导年轻干部
成为党和人民忠诚可靠
的干部。要从严从实加
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
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
实，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
权力，时刻自重自省，
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
洁从政的“第一粒扣
子”。年轻干部一定要
有清醒的认识，经常对
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
纪、对照初心使命，看
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
能不能干，守住拒腐防
变的防线。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
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
法体系，使各项监督更
加规范、更加有力、更
加有效。各级党委（党
组）要履行党内监督的
主体责任，突出加强对“
关键少数”特别是“一
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
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发
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
协助党委全面从严治
党，推动党内监督和其
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
探索深化贯通协同的有
效路径。要加强对换届
纪律风气的监督，坚持
党管干部原则，强化党
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特别是要严把政治关、
廉洁关。
习近平指出，纪检
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
部要始终忠诚于党、忠
诚于人民、忠诚于纪检
监察事业，准确把握在
党的自我革命中的职责
任务，弘扬党百年奋斗
形成的宝贵经验和优良
作风，紧紧围绕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发挥监督保
障执行作用，更加有力
有效推动党和国家战略
部署目标任务落实。纪
检监察队伍必须以更高
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

求自己，锤炼过硬的思
想作风、能力素质，以
党性立身做事，刚正不
阿、秉公执纪、谨慎用
权，不断提高自身免疫
力，主动接受党内和
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
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
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成
功实践，深刻阐述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性
开创性成就、产生的
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对
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推进、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作出战略部
署。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
性、针对性，是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基本遵循，是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指南。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以永远在路上
的坚定执着，继续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为
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
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
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
境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
志，国务委员，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
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
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
负责同志，军队有关单
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举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
关单位设分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月
18日在北京开幕。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主持会议。18日下
午赵乐际代表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作题为《运用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经验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的工作报告。

中国国资委：2021年中央煤炭 企业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大关
【中新社北京19日讯】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9日
透露，2021年中央煤炭
企业产量首次突破10亿
吨大关。
当天，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彭华岗介绍2021年中央
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彭华岗表示，到2021
年底，中央企业有42
个煤矿列入应急保供名
单，预计核增产能9410
万吨/年。四季度，煤
炭日均产能达到了295
万吨，比前三季度增长
17%以上。去年中央企

业煤炭企业产量首次突
破了10亿吨大关。
他指出，中央发电
企业发电出力水平也超
过了2020年同期水平。
截至2021年底，中央发
电企业电煤库存量达到
9569万吨，同比增长
29.2%，电煤库存可用
天数达到20.1天，同比
增加5.1天。全年发电
量达到了4.95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0.2%，
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是
64.6%，高于装机规模
占比2.5个百分点。
他提到，中央电网
企业有力保障有序用电
持续清零。去年9月底

以来，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充分发挥大电网资
源配置优势，累计组织
跨区跨省支援732次、
电量53亿千瓦时。
他表示，当前国际
环境和全球能源格局体
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中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面
对这种情况，国资委将
坚定不移做好能源安全
保障工作，有效发挥能
源供应“稳定器”“压
舱石”作用。
具体来说，中央煤
炭企业将进一步落实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一方面聚焦拓展增量，

1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
岗介绍2021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另一方面聚焦优化存
量。中央发电企业将加
大清洁能源建设投入力
度，同时继续发挥煤电
机组发电主力军作用。
中央石油石化企业将

持续提升国产天然气产
量，保障天然气供应安
全。国资委也将持续推
动中央企业全力做好供
煤供电供暖供气，坚决
打好打赢保供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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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斯洛文尼亚总理称正准备与台湾互派代表
中方：深感震惊、强烈反对
19日讯，针对斯洛文尼亚总理宣布斯
正准备与台湾互派代表，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
大能力。赵立坚表示，中方注意到斯
洛文尼亚 领 导 人 公 然 发 表 挑战一个中
国 原 则 ， 支 持 “ 台 独 ” 的危险言论。
我们对此深感震惊，强烈反对。赵立
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 唯 一 合
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 的 国 际
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
中 斯 、 中 欧 关 系的政治基础。“中国
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
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赵立坚说。（中新社）

唐良智当选安徽省政协主席
19日讯，安徽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19日举行闭幕会，选举唐良智为十二
届安徽省政协主席，选举孙云飞为十二
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官方履历显示，
唐良智，男，汉族，1960年6月生，湖
北洪湖人，研究生，经济学博士，高
级工程师，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2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十九届中央
候补委员。唐良智曾任湖北省襄樊市
市长、市委书记、襄阳市委书记、武汉
市市长，四川省成都市市长、市委书
记等职。2017年3月，唐良智调任重庆
市委副书记，同年12月获任重庆市政
府党组书记，于2018年1月任重庆市市
长。2021年12月，唐良智卸任重庆市
委副书记、市长，任安徽省政协党组书
记。现任安徽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新社）

2021年黑龙江省进出口总值1995亿元
同比增长29.6%
19日讯，哈尔滨海关19日发布消
息，2021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1995亿元（人民币，下同），
比上年增长29.6%，比2019年增长
6.9%，进出口增速高于中国增速8.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47.7亿元，
同比增长24.4%；进口1547.3亿元，
同比增长31.2%。2021年，黑龙江省
前三位贸易伙伴是俄罗斯、欧盟和巴
西。与俄罗斯贸易总值1313.4亿元，
同比增长34.8%，占黑龙江省外贸总
值的65.8%。与欧盟贸易总值113.3
亿元，同比增长9.5%；与巴西贸易
总值74.6亿元，同比增长103.1%；
与美国贸易总值64亿元，同比增长
13.4%；与东盟贸易总值50.1亿元，
同比增长52.4%。此外，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值1503亿
元，同比增长31.7%；对RCEP（《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贸易伙
伴进出口182.4亿元，同比增长30%
。2021年，黑龙江省国有企业进出口
1171.5亿元，同比增长45.6%，比上
年提升6.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
702.7亿元，同比增长16.9%；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113.2亿元，同比下降
2.3%。2021年，黑龙江省进口天然
气104亿立方米，同比增加154.2%。
进口原木638.3万立方米，同比增加
30.2%。进口大豆266.5万吨，同比
增加28.9%。进口原油2949.9万吨，
同比减少1%。（中新社）

台湾新增10例本地病例
部分病例感染源不明
19日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
心”19日公布新增10例新冠肺炎本地病
例，44例境外输入病例。本地病例中，1
例桃园市摊贩病例与此前群聚事件皆无
关，目前正匡列接触者进行筛检。综合
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媒体报道，
桃园摊贩病例是因陪病需求接受入院前
采检，结果确诊，其感染源待厘清。另
外，17日确诊的新北亚东纪念医院护理
师，19日公布其病毒序列和桃园机场
群聚案相关病例完全不同，且19日新增
病例中，还包括1例该护理师的儿子。
由于近两周来台湾本地疫情延烧、出现
多条传播链且相关本地确诊病例破百，
网络上开始议论台湾防疫警戒是否将升
级。“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9日回应，
尚无这样的讨论。此轮疫情中，部分确
诊者为学生，相关县市已有多所各级学
校因此停课或取消部分活动。据媒体报
道，截至19日早晨，桃园市已有16所学
校因学生确诊停课14天。台北市19日宣
布取消各级学校校外教学，寒假课业辅
导改成在线。新竹县截至18日已有包括1
所大学在内的3所学校开展采检并停课，
当地政府并宣布，18日起各校若有1名师
生确诊，即停课14日。（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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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宣布总统将出席北京冬奥会

出席理由直指美国
【新浪体育19日讯】据
路透社报道，在少数西方国
家呼吁对北京冬奥会实施所
谓“外交抵制”之际，波兰
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的一名高级助手证
实，杜达将出席2022年北京
冬奥会。
路透社称，波兰国家通
讯社波兰通讯社（PAP）首
先报道了杜达将出席北京奥
运会的计划。
杜达的外交事务顾问雅
库布·库莫奇表示：“波兰
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决定
自己的对华政策。波兰是美
国的盟友，但波兰与中国的
关系也非常友好。”
波兰官员们曾对路透社
表示，随着美国总统拜登执
政期间波兰与美国的关系恶
化，继续仅仅为了取悦美国
人而批评中国，已不再符合
波兰的国家利益。
路透社称，波兰总统杜
达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直是
积极的，杜达曾表示，波兰
计划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来提

升其在欧洲与中国之间贸易
中扮演的角色。
2021年12月24日香港《
南华早报》报道称，早前宣
称“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
会”的美国政府近期向中方
提出，拟派主要来自美国国
务院和国防部的18名官员赴
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
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
持”。赵立坚27日在回答相
关问题时表示，此前，美方
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 ， 在
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自导
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 或 官
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
剧。“对于美方要派由政府
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并提出
签证申请，中方将根据国际
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
进行处理。”

德国杯-哈兰德点射大将乌龙

多特1-2德乙队爆冷出局
【网易体育19日讯】德国
杯第三轮焦点战，多特蒙德
客场挑战圣保利。上半场，
阿芒伊多打破僵局，维特塞
尔自摆乌龙。下半场，哈兰
德点射破门，扳回一城。最
终，多特蒙德客场1-2不敌
圣保利，德国杯惨遭德乙劲
旅淘汰。
多特蒙德在历史上和圣保
利交手21次，打进51球丢19
球，拿到了15胜4平两负的成
绩。客场对阵圣保利，多特
蒙德7胜3平0负，保持不败。
目前，圣保利在德乙积分榜
中排名榜首，本赛季有机会
成功升级德甲。本场比赛，
多特蒙德采用了4231阵型，
哈兰德领衔出战，布兰特、
罗 伊斯 和小阿扎尔等人首

发。出场名单：
圣保利（442）：1-斯
马什/18-梅迪奇、3-劳伦
斯、23-帕恰拉达、2-奥
尔松（第74分钟，19-灿
德）/8-史密斯、20-贝
克尔、7-欧文、30-哈特
尔/27-阿芒伊多（第73分
钟，11-迪特根）、9-布格
施塔勒（第89分钟，16-马
基诺克）。
多特蒙德（4231）：1-科
贝尔/16-阿坎吉（第75分
钟，5-扎加杜）、15-胡梅
尔斯、13-格雷罗、24-默
尼耶/28-维特塞尔（第89分
钟，18-穆科科）、22-贝林
厄姆/19-布兰特、11-罗伊
斯、10-小阿扎尔（第64分
钟，21-马伦）/9-哈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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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才是第一位

欧美运动员支持北京冬奥会防疫
【新华社巴黎18日讯】还有不到20天，
北京冬奥会就将正式开幕，记者近期在欧
洲多地采访冬季项目赛事中发现，绝大多
数外国运动员对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政
策都表示理解与支持，在他们看来，安全
地举办一届冬奥会比什么都重要。
法国冰舞世界冠军组
合西泽龙和帕帕达吉斯表
示，作为运动员，他们只
需要遵守防疫政策，然后
把注意力放到训练和比赛
中。
“当然，这肯定会是
一届非常‘特殊’的冬
奥会，因为在疫情的背
景下。我们要在一个封闭
的‘泡泡’里进行训练、
比赛，我们不能像以往的
冬奥会那样到处自由地
逛。但这并不是太大的问
题，最近一两年，我们
参加的很多比赛都有严格
的防疫政策，我们也知
道，安全的比赛是最重要
的。”帕帕达吉斯说。
两人对于北京都有着
非常美好的回忆，2017
年花滑大奖赛中国站，他
们曾在首都体育馆创纪录
地拿到200.43分，成为

史上跨过总分200分门槛
的冰舞组合。
同样把北京看作福地
的还有奥地利单板滑雪奥
运冠军安娜·加塞尔：“
每次去北京我好像都有
不错的表现，我参加了两
次‘沸雪’比赛，拿到一
次第一、一次第二。我希
望这些美好的回忆能在今
年继续。”
“相比于北京的防疫
政策，我更担心在冬奥会
开始前，我能不能保证自
己不被感染。”加塞尔
说，“但是只要到了冬奥
会，我相信那就是到了最
安全的地方。”
瑞士单板滑雪运动员
杨·舍雷尔最近也过得非
常小心，用他的话说，自
己时刻注意要躲开人群密
集的地方。“我知道现在
一旦感染，冬奥会肯定没

戏了。”曾两次参加冬奥
会的舍雷尔说。
“我觉得冬奥会防疫政
策严格一些是好事情。全
世界现在都处在特殊的状
态下，我们需要接受这一
切。我去过云顶滑雪场两
次（舍雷尔参加的U型场
地技巧项目将在张家口赛
区的云顶滑雪场举行），
那里的条件非常好。虽然
气温有些低，但我记得U
型池的场地条件非常棒，
酒店和饮食也很不错。所
以我现在非常期待这届冬
奥会。”舍雷尔说。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
技巧项目也将在云顶滑雪
场举行。挪威选手鲁德将
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他
在接受采访时，对冬奥会
的防疫政策同样表达了积
极的态度：“我们已经非

常习惯严格的防控政策，
对运动员来说，这不是什
么问题。”
这位21岁的年轻小伙
还将在冬奥会上参加大跳
台比赛，该项目比赛场地
位于北京西郊的首钢工业
园内。值得一提的是，首
钢大跳台场地的首次“亮
相”是在2019年的“沸
雪”北京国际雪联大跳台
世界杯上，那一站比赛的
冠军就是鲁德。
近来，不断有外媒炒
作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
政策，用一些阴阳怪气的
论调批评这些政策过于严
苛。但终究，冬奥会的舞
台属于运动员，运动员的
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美国
单板滑雪传奇名将肖恩·
怀特说出了所有参赛运动
员的心声。
“这么长时间以来，
整个世界都处在疫情的
阴霾下，幸好我们还有
冬奥会，这是一件了不起
的事情，”怀特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所
以，我要感谢中国，感谢
奥林匹克大家庭，在如此
艰难的时刻还能举办冬奥
会。”

意大利杯-迪巴拉破门莫拉塔点射 尤文4-1桑普进8强
【网易体育19日讯】
2021-2022赛季意大利杯
1/8的一场比赛开打，尤文
图斯在主场对战桑普。上半
场比赛，夸德拉多任意球得
分。下半场比赛，鲁加尼
头球建功，孔蒂抽射扳回一
球，随后迪巴拉禁区内射门
得分，莫拉塔将替补小将阿
克制造的点球打入。全场
比赛结束，尤文在主场4-1
击败桑普，成功晋级意大
利杯八强。两支球队一共有
过136次对战，尤文72胜37

平27负，打入233球丢136球
处于优势。双方最近一次交
手是在去年9月份的意甲第6
轮比赛中，当时尤文在主场
3-2战胜了桑普。
尤文（4411）：1-佩
林/2-德西利奥、6-达尼洛
（61’3-基耶利尼）、24鲁加尼、12-桑德罗/11-夸
德拉多（75’38-阿克）
、5-阿图尔（75’30-本
坦库尔）、27-洛卡特
利、25-拉比奥/44-库卢
塞夫斯基（61’10-迪巴

拉）/9-莫拉塔（79’21若热）。
桑普（352）：33-法
尔科内/24-贝雷辛内斯
基、26-马格纳尼、29-穆
鲁/2-索斯比（64’14-罗
纳尔多-维埃拉）、3-奥
杰罗（81’19-德拉古
辛）、13-安德烈-孔蒂
（64’87-坎德雷瓦）、16阿斯基尔森、88-林孔/9特尔戈罗萨（64’23-加
比亚迪尼）、10-卡普托
（85’11-切耶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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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全面总结

必须戒烟的100个理由
吸烟不仅会影响人的外表、健康、人际关系，还会
威胁家人身体健康，破坏生态环境。戒烟的好处立竿
见影，但很少有人能付诸行动。近日，世界卫生组织
总结了100条理由，希望可以成为你戒烟的动力。
1.吸烟者成为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并死于新冠病毒的风险更大。
2.吸烟者的皮肤、手指、衣服
甚至房间都会有异味。
3.烟草会使牙变黄，牙菌斑更多。
4.烟草会导致口臭。
5.吸烟会限制血液流动，影响
皮肤的弹性，致使皮肤过早老化。
6.吸烟会使皮肤变得粗糙干燥。
7.吸烟会增加患银屑病的风
险，引起全身发痒和渗液性红色
斑块。
8.每年有100多万人因二手烟
死亡。
9.非吸烟者接触二手烟也会增
加患肺癌的风险。
10.吸烟是意外火灾的重要原因。
11.使用电子烟会使周围人接
触尼古丁等有害物质。
12.接触二手烟可能会加大结
核感染发展成活动性疾病的风
险。
13.接触二手烟与2型糖尿病有关。
14.吸烟者的子女会出现肺功
能下降，并在其成年后以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的形式继续影响身体
健康。
15.儿童接触电子烟，存在设
备泄漏或吞咽烟液的严重风险。
16.电子烟引起的火灾和爆炸
可能造成烧伤等严重伤害。
17.接触二手烟的学龄儿童，会
因呼吸道发炎而面临哮喘的风险。
18.两岁以下儿童接触二手烟
可能会患中耳疾病，导致听力损
失或耳聋。
19.戒烟可降低二手烟引起的
许多儿童疾病风险，例如呼吸系
统疾病。
20.有毅力和自制力的戒烟
者，可以成为孩子、朋友和亲人
的好榜样。
21.使用烟草会对社会交往和
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22.戒烟有利于在社交场合与
人交往，不会因到外面吸烟而被
孤立。
23.戒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24.使用烟草会影响健康和生
产力，进而减少出勤天数。
25.吸烟产生的费用平均达140

万美元/人，包括烟草支出、医疗
费用及吸烟造成的工资水平低。
26.将家庭支出从食物、住房
等基本需要转移到烟草上，助长
了贫困。
27.烟草相关疾病、死亡，造
成1.4万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人力
资本损失。
28.女性吸烟容易不孕。
29.男性吸烟会限制血液流向
阴茎，导致勃起功能障碍，除非
在生命早期戒烟，否则极有可能
造成永久性障碍。
30.吸烟会使精子的数量减
少、活力下降、出现畸形。
31.每年有800多万人死于烟草。
32.烟草可造成半数使用者死
亡。任何烟草使用形式都会导致
衰弱。
33.水烟与其他烟草一样有害。
34.咀嚼烟草可导致口腔癌、
牙齿脱落变色和牙龈疾病。
35.与传统烟草相比，无烟烟
草的尼古丁更易吸收，从而增强
了成瘾性。
36.烟草种植者会通过皮肤吸
收尼古丁，还可能接触大量杀虫
剂和烟草粉尘，造成健康危害。
37.一些国家的儿童受雇于烟
草种植业，不仅损害健康，还影
响上学。
38.烟草使用者患病和早亡风
险高得多，增加了家庭卫生保健
费用支出。
39.绝大多数烟草行业工人收
入很少，大型烟草公司则获得了
巨大利润。
40.加热烟草制品（HTP）的有
毒排放物可导致癌症。
41.HTP属于烟草制品，从使用传
统烟草制品改吸HTP并不等于戒烟。
42.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HTP
比传统烟草危害小”的说法。
43.使用电子烟的儿童青少年
以后吸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1倍。
44.使用电子烟会增加患心脏
病和肺部疾病的风险。
45.电子烟中的尼古丁是一种
高度成瘾物质，会损害儿童大脑
发育。
46.全球癌症死亡病例中，烟

草使用造成的死亡占25%。
47.吸烟者一生中患肺癌的几
率是非吸烟者的22倍。吸烟导致
全球2/3以上的肺癌死亡。
48.1/5的吸烟者会患上慢性阻
塞性肺病，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
时期开始吸烟的人，因为烟草会
显著减缓肺部的生长发育。
49.吸烟会加剧成人哮喘，限
制活动，增加残疾和严重哮喘发
作的风险。
50.吸烟会使结核病从潜伏状
态转变为活动状态的风险增加1倍
以上，而且会促使该病的自然进
程恶化。
51.每天只抽几支烟、偶尔吸
烟或接触二手烟，都会增加心脏
病风险。
52.吸烟者中风的风险会增加1
倍，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增加3倍。
53.烟草会损害心脏动脉，引
起斑块积聚，最终导致心脏病和
中风。
54.吸烟和使用无烟烟草都会
导致口腔癌、唇癌、咽喉癌及食
道癌。
55.手术切除喉部肿瘤的人，
需要在颈部和气管造一个孔，以
便呼吸。
56.吸烟者患急性骨髓性白血
病、鼻窦和鼻窦腔癌症、结直肠
癌、肾癌、肝癌、胰腺癌、胃
癌、卵巢癌以及下尿道癌症的风
险要高得多。
57.吸烟与乳腺癌风险增加有
关，特别是重度吸烟者和首次怀
孕前就开始吸烟的妇女。
58.吸烟会增加感染人类乳头瘤
病毒的妇女患上宫颈癌的风险。
59.吸烟会导致多种眼部疾病。
60.吸烟者更有可能罹患黄斑变
性，导致不可逆转的视觉丧失。
61.吸烟者患白内障的风险较
高，表现为晶体混浊，导致视力
障碍。
62.吸烟会导致青光眼，损害
视力。
63.成年吸烟者更容易听力丧失。
64.终身吸烟者平均至少失去
10年寿命。
65.每吸一口烟，就有至少70

种致癌物质被送到体内。
66.吸烟者糖尿病风险较高。
67.吸烟是痴呆症的危险因
素，该病会导致智力衰退。
68.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
痴呆症，约14%的阿尔茨海默病
可归因于吸烟。
69.吸烟的女性更容易出现痛
经和严重的更年期症状。
70.女性吸烟会影响卵巢功
能，使更年期提前1~4年。
71.烟草会减少向人体组织输
送的氧气。
72.吸食烟草会限制血液流
动，如果不加以治疗，可导致组
织坏死甚至截肢。
73.烟草会加大牙周病风险，
逐渐损坏牙龈、破坏下颚骨。
74.吸烟者出现术后并发症的
风险明显高于非吸烟者。
75.吸烟病人较难停用呼吸
机，使其在重症监护病房和住院
时间延长。
76.吸烟者更容易患胃肠道疾
病，如胃溃疡、炎症性肠病、胃
肠道癌症，常伴有腹部痉挛、持
续腹泻、发烧和直肠出血。
77.吸烟者更容易骨质流失，
发生骨折及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增
加，延迟愈合或无法愈合。
78.烟草会削弱免疫系统，使
吸烟者面临肺部感染风险。
79.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倾向
的吸烟者，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会
加大，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克罗恩
病、细菌性脑膜炎和癌症。
80.吸烟会增加免疫受损者（
如多发性硬化症或癌症患者）罹
患相关合并症和早亡的风险。
81.烟草的免疫抑制作用会使
艾滋病毒感染者罹患艾滋病的风
险加大。艾滋病毒阳性吸烟者平
均丧失的生命年为12.3，是艾滋
病毒阳性非吸烟者的2倍以上。
82.怀孕期间使用烟草或接触
二手烟会加大胎儿死亡及流产的
风险。
83.烟草中的一氧化碳及尼古
丁会引起胎儿缺氧和胎盘异常，
导致死产。
84.吸烟者出现异位妊娠的风

健康大讲

险较高，这是有致命风险的孕产
妇并发症。
85.戒烟和避免接触二手烟对
计划怀孕和正怀孕的育龄妇女尤
其重要。
86.孕妇使用电子烟会损害正
在生长的胎儿，构成重大风险。
87.女性吸烟、使用无烟烟草
或在怀孕期间接触二手烟，婴儿
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较高。
88.全球随手丢弃的垃圾中，
烟头是最常见的，同时也是全世
界海滩等水域边最常见的垃圾。
89.烟头含砷、铅、尼古丁和
甲醛等有害物质，能够渗入水和
土壤中。
90.烟草产生的烟雾与城市空
气污染水平有关。
91.假如1根火柴可点燃2支
烟，全球每年吸6万亿支烟，需要
3万亿根火柴，砍伐约900万棵树
用于生产。
92.电子烟和HTP可能含有电池
及其他不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93.大多数电子烟所使用的塑料烟
芯是不可回收和重复使用的。
94.据估计，加工烟草产生的
排放量相当于300万次跨大西洋航
班。
95.烟草产生的烟雾含有三种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一
氧化二氮，会破坏室内外环境。
96.全世界每年约有2000平方
千米土地用于种植和烤制烟草。
97.砍伐森林用于种植烟草，
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包括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土壤侵蚀和退
化、水污染、大气中二氧化碳的
增加。
98.种植烟草通常会使用大量
化学品，包括农药、化肥和生长
调节剂，可能会影响饮用水源。
99.烤制300支卷烟所需的烟
叶，就需要用掉一棵树。
100.每年生产6万亿支烟，大
约需要3000亿个包装盒。假设每
个包装盒6克重，就相当于180万
吨垃圾，再加上用于分销包装的
纸箱等垃圾，每年烟草产品产生
的固体垃圾总量至少200万吨。▲
（本报记者徐文婷）

就医咨询

失语症是由于与言语功
能有关的大脑结构病损所引
起的后天性语言理解和表达
障碍。大多数人的左侧颞叶
额叶是控制语言的中枢，脑
卒中、脑肿瘤、脑外伤或颅
内感染等累及到相关区域都
会影响语言功能。失语症主
要表现为口语表达障碍、理
解能力下降、命名困难、复
述差、说话流利性降低、书
写困难，无法参与正常社交
活动，有些患者伴有智能改
变，如记忆、逻辑、计算、
注意力损害等。失语症分为8
类，即运动性失语、感觉性
失语、传导命名性失语、完
全性失语、经皮质运动性失

失语康复常练口面操
主讲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余 情 □技师 周青青
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以及
经皮质混合性失语。
为了让失语症患者能重
新恢复其言语功能，待患者
病情稳定后即可参与康复训
练，但有明显意识障碍、情
感行为异常、不能配合的患
者应暂停。通常发病3~6个月
为患者恢复的高峰期，治疗
过程中需家属的鼓励配合，
增强患者信心，切勿急躁。
失语症的康复治 疗： 呼 吸
训练。仰卧位或坐位时，手
放肚子上，鼻子缓慢吸气，

吸气时肚子鼓起，嘴巴吐气
时肚子凹进去，训练5~10分
钟。
口面部训练：出现口角歪
斜、言语含糊、吞咽困难的
患者可做以下运动，每个动
作保持5~10秒，重复10次。
如图从上到下依次为：1.吸
腮，鼓腮;2.左右鼓腮;3.嘴
角左斜右斜;4.皱鼻，咧嘴
笑;5.撅嘴，抿嘴唇;6.舌伸
向上下左右;7.舌向左右顶面
颊。此外，根据患者具体情
况合理安排听力理解、口语

表达、阅读理解、书写和认
知训练等。
失语症患者家属要尊重患
者，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
学会耐心倾听，给患者足够
的时间表达;遇到无法理解患
者意思时，耐心沟通，可选
择手势、书写等，或猜测患
者意图，提出选择性的问题
让对方选择或判断;避免直接
否定患者，经常鼓励，多与
患者交流;鼓励患者听音乐、
读报，参与日常生活。一
般来说，言语训练开始得越
早，脑损伤范围越小，患者
越年轻，智能水平和自主训
练能力越高，性格越外向，
恢复的情况越好。▲

控糖有道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提示

小糖友要早护微血管
如今，青少年2型糖尿
病的患病率正在增加。近
期，《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发表研究称，大多数
青少年糖友在30岁前已出
现微血管并发症。
美国国家糖尿病、消化
和肾病研究所进行了一项
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中

纳入3种治疗方法（二甲双
胍、二甲双胍+罗格列酮，
以及二甲双胍+强化生活方
式干预），评估某一种疗
法对2型青少年糖友血糖失
控时间的影响。试验完成
后，部分参与者在接受二甲
双胍治疗的基础上，继续参
加了一项观察性随访研究

（2011~2020）。研究中，
参与者每年接受糖尿病肾
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神
经疾病等方面的评估，视网
膜疾病有2次评估。
结果发现，青少年时期
确诊的2 型糖友在平均年
龄为26.4岁、病程平均为
13.3年时，高血压累积发

病率为67.5%，血脂异常发
病率为51.6%，糖肾发病率
为54.8%，神经疾病发病率
为32.4%，视网膜疾病患病
率51%。其中，60.1%发生
了至少一种糖尿病微血管并
发症，28.4%发生了两种及
以上。
因此，一旦青少年时期
确诊 2型糖尿病，一定要尽
早进行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
筛查，争取在早期发现并予
以控制。▲ （王 卉）

判断青光眼有啥标准
山东省读者李先生问：
最近眼睛视力有下降趋
势 ，还 十 分胀 痛 ，不 知 道
是 不是 眼 压升 高 了， 总 怀
疑 自己 得 了青 光 眼， 请 问
青光眼有什么判断标准
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 医院 眼 科副 主 任医 师 陈
敏 解答 ： 大部 分 青光 眼 患
者 早期 无 明显 症 状， 部 分
患 者有 视 力下 降 、雾 视 、
虹 视等 ， 可伴 额 部疼 痛 或
鼻 根部 酸 胀， 很 多患 者 到

晚期才产生严重视力损
害。
建议青光眼高危人群，
包括有家族史、高度近
视 或远 视 、患 白 内障 的 老
人 、糖 尿 病患 者 等每 隔 半
年 进行 常 规青 光 眼筛 查 ，
以 尽早 发 现青 光 眼并 及 时
治 疗。 对 于常 有 眼部 胀 痛
的 患者 ， 建议 尽 快去 眼 科
检查，通过眼压测量、
视 野检 查 及眼 底 视神 经 检
查排除患青光眼的可能
性。▲

孕妈胸闷是否跟年龄有关
安徽省读者钱女士问：
我是一位40岁的二胎妈
妈，已经怀孕2个月，出
现 了少 量 褐色 分 泌物 。 以
前 身体 状 况良 好 ，但 怀 孕
后 常感 到 胸闷 、 气短 、 腰
痛，这和年龄有关吗？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母体病理产科主治医生朱
好：早孕期尤其是停经一个
多月出现的少量阴道见红，
一般与着床出血有关，注意
出血和有无腹痛情况即可，
大部分人都可自行缓解。40

岁的孕妈妈在产科已经是高
龄妈妈了，怀孕更为不易。
而您说自己以前身体状
况良好，不知道有没有定期
体检，了解过自己血压、血
糖的情况，心脏方面是否有
问题。我们建议高龄妈妈按
时产检，并且在孕早中期和
孕晚期分别进行心电图和心
脏彩超的评估。此外，由于
年龄增加发生胎儿染色体的
风险大大增加，推荐高龄妈
妈在孕期做准确性较高的无
创DNA 或羊水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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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唇上黏了片樱花
瓣，看起来秀色可餐。”
他站起身，时候真的不早
了。“走吧！再带你绕一
绕这樱花林吧！”
今天这样就够了，太多的
热情，他这有点呆的情人
还不见得消化得掉，目前
为止，他还有耐心可以放
慢步伐等她，反正他对谁
都没时间，可对寇百岁就
是特别，至于耐性呢？想
必也不会有例外。
她红着脸，感受到方才
他唇瓣印在她唇上的感
觉还在……他……他吻

她

来不及逃得远远的，唇瓣突然
遭袭。
“你你你你……”
“好吃！”
“呃？”

才叫住他，“郦昊乔！”
他转过头才发现彼此竟然相距十来步
的距离，他要往回走，却被寇百岁阻
止。
“你站在那里就好，不要动哟！”她
定定的看着他，那眼神像是下了极大
的决心，即将要做很大的牺牲，“我
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要这样正经八百的？
“我听着。”
“以前……我常常听身边的女同学
说，她被某某男生‘电’到了，那种
电流贯穿全身的感觉很美妙。一直以
来我都觉得那是件恐怖的事，虽然我
没被男生电过，可我曾被电线电过，
感觉不太好。可……我现在想告诉你
的是，原来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是像
了她？！
感觉……好像还不坏，甚至还有点期 被某本书或某部电影给感动了一样，
那种感觉不可怕，而是很幸福。”
待。
寇百岁起了身跟在他后面，走了两步 “那么你现在幸福吗？”
就停了下来，等他又往前走了几步， “很幸福。”她一步步走向他，在距

注定是什么。
是命运的玄机；上天的旨
意。
就像冬天飘雪；夏天落花。
就像秋季结果；春天萌芽。
谁都改变不了。

角微微一翘，张水
薇当作没听见，在
炕边的小杌子坐
下，为尹家大小姐把脉。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梁千钰不曾被人如此彻底
的忽视。
“四公主，可否先让赵夫
人为我女儿诊治。”英国
公夫人沉声道。
“尹夫人应该请御医，怎
能让这个丫头为未来的皇
后娘娘看病？”梁千钰激
动得尾音上扬。
“赵夫人医术高明，何必舍
近求远呢？”英国公夫人也
认为请御医更妥当，可是御
医一来，此事就会传到皇上
耳中，若是小病还没什么，
若有人借此收买御医，在女
儿的病上动手脚，女儿的
皇后之路岂不就此断送？因
此，她必须冒险让成国公夫
人为女儿诊治。
“她要是担误了尹大小姐
就医，尹夫人后悔就来不
及了。”
“四公主，难道你不知道病
人最需要的是安静吗？”
张水薇接着询问的看向英
国公夫人。“我要为大小
姐施针。”
“赵夫人请。”英国公夫

唇

人看了桂嬷嬷一眼，示意
她将梁千钰请出去。
桂嬷嬷随即走向梁千钰，
软言软语的请她到外面喝
茶吃点心，梁千钰实在很想
看张水薇如何治病，可是在
桂嬷嬷半推半请之下，终
究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回
到正厅，没想到竟然看见
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在门边
探头张望……定睛一看，
不是元韦洲吗？她一双眼
睛惊愕的瞪得又圆又大，
她的驸马为何跑来这儿？
元韦洲很想知道张水薇是
不是真的会治病，没想到
被自己府里那个厉害的婆娘
逮个正着，立刻像是见到
猫的老鼠，转身逃之夭夭。
而东次间里，尹大小姐已经
在张水薇的施针下醒过来。
“这位成国公夫人，也是
个大夫。”英国公夫人介
绍道。
尹大小姐虚弱的点头问安。
张水薇也不拐弯抹角，直
接道来，“大小姐乃月经
不调，大小姐飮食务必要清
淡、温热、富含营养、易
消化，譬如丝瓜、莲藕、
黑木耳、山楂……我可以
列一张清单给大小姐，另
外再给大小姐几道相宜的

食谱；还有，忌食生冷、
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和太
油腻的食物，这些大小姐
想必早就知道了，倒是有
一样大小姐要特别注意，
不可食桂圆肉。”
尹大小姐愣怔了下，呐呐的
道：“我喜欢喝桂圆茶。”
“赵夫人，双儿她……”
英国公夫人实在不知道如
何问出口。
张水薇了然一笑。“我开个
方子给大小姐调养身子。”
“谢谢赵夫人。”
“大小姐体质偏寒，即便
炎炎夏日，也莫要贪图一
时凉快，满足口腹之欲却
折腾了身子，很容易就生
出遗憾。”张水薇起身准
备告退。
“娘，女儿想与赵夫人聊
聊养生之道。”尹大小姐
两眼闪亮的看着张水薇。
英国公夫人略一迟疑，终
究点头答应了，并让身边
的大丫鬟留下来侍候，还
命人送茶水送糕点，自个
儿则赶紧去正厅，招呼各
家夫人小姐去梅香阁赏梅。
张水薇乐得甩掉一群有尊贵
之名，实为麻雀的女人，
悠闲的陪着这位将来的皇
后娘娘聊养生之道。
张水薇第一次参加宴席，
赵平澜无论如何不放心，
只能向皇上告假……说是
告假，其实是早退，以便
他能去英国公府接娇妻。
抵达英国公府，赵平澜向
英国公问候一声，便带着
张水薇匆匆离去。坐上马
车，他原想询问英国公府
的情况，却见娇妻摇摇晃
晃如往常般瘫在他怀里睡
着了，不由得一怔，随即
笑了，她是在英国公府开
馆行医吗？
(119)

人，神鞭三矮，也不肯轻轻放过我。
从刚才，那年轻人一句话，神鞭三矮
立即听从的情形来看，我对那年轻
人的身份，已经略为猜到了一些，他
极可能就是白素的哥哥，白老大的儿
子，将郭则清打晕的凶手！
我软鞭霍霍抖动，尽展生平所学，两
人又斗在一起，片刻间，又是十七八
招。只听得那年轻人厉声道：“去了
他手中软鞭！”
那年轻人一言甫毕，“刷刷”两声，
两条长鞭，已经向我的软鞭上，压了
过来，当真是其快如风，其疾如电，
是 眼 前 的 局 势 ， 已 经 十 分 明 来势凶猛之极。
显，神鞭三矮一旦出现，实是 这一下变化，实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
料之外，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尚
有败无胜了！
不容我转念去应付，手上一紧，我的
软鞭，和另外两条疾挥而至的长鞭，
第五章 七帮十八会的隐秘
已经缠成了一齐，一股大力，将我软
因 为 ， 即 使 我 能 够 胜 得 过 这 个 年 轻 鞭，扯了开去。

但

龙骧听说碧玉灵蜍被窃，也不免
大吃一惊。
虽然宝在杜人龙身上，但自己与
他同行同息，居然被人做了手脚，而毫
无所知，岂不愧死！但转念一想，胜箧
之技，能到这般地步，其人必非普通窃
盗之流。
奚沅久走江湖，当可料出几分头绪。遂
扭头问道：“剪绺一道之中，以何人最
为出色？奚兄久历江湖，可有知晓？”
奚沅皱眉答道：“鼠窃狗盗之徒，虽
然多若牛毛，但以此名世者却仅有两
人，俗称南徐北骆！南徐本名徐荻，
名号妙手神偷。北骆本名骆松年，外号
赛方朔！以杜小侠这等功力，贴身重
宝被窃，而不白知，则除此二人以外，
决无这高手法！但南徐北骆，一个常在
江左，一个不离冀北，却怎会在滇中出
现，太已费解。碧玉灵蜍之名甚熟，难
道是那失踪已多达二十年，武林十人梦
寐难求能医奇毒重伤的罕世之宝吗？”
葛龙骧点头说道：“奚兄所说不差，此
宝屡经波折，并伤了不少武林中的知名
之士，才到我杜师弟手中。倘若就这样
轻易失去，委实无法交代！那徐荻与骆
松年的形貌如何，奚兄可曾见过？少不
得我们要在这会泽县中小作勾留，仔细
察勘一下的了。”
奚沅答道：“这—：人我均未会过，但
听江湖传言，南徐北骆，适得其反！徐
荻瘦小枯干，骆松年却高大魁梧。人品
方面，倒是南徐高于北骆！杜小侠被窃
之处，据我推测，极可能就在往游牛栏
河时，所经的北城城门洞之中。因为该
处行人出入，经常摩肩接踵，较易下
手。杜小侠可还记得有什么特殊人物，
有意无意之间向你身边挨蹭吗？”
杜人龙摇头苦笑说道：“我如觉出，哪
里会容他得手？不过出城门之时，倒真
有一人被一壮汉所撞，几乎跌倒，我还
伸手扶了他一把。难道这随手一扶，就
被他将贴身所藏之物窃去，而外着衣衫
丝毫不见凌乱破损嘛？”
葛龙骧叹道：“师弟，人间之事，万妙
沓呈，哪里见识得尽？肤箧手段之高，

葛

我的右臂，当然也跟着向外一扬，也
就在此时，那年轻人手中西洋短剑向
前一伸，已经抵住了我的胸口！
剑尖刺透了衣服，触到了皮肤飕飕
地，使人感到了死的威胁！在这样的
情形下，我实是已经没有再还手的余
地，索性右手一松，弃了软鞭，双手
垂了下来。
那年轻人一声冷笑，道：“姓卫的，
怎么样？”
红红在一旁，想赶了过来，但是她只
跨出一步，神鞭三矮中的另一个，一
挥长鞭，她便已跌在地上，不等她去
拾枪，另一条长鞭，又已将枪卷出两
三丈开外！
红红大叫道：“表哥，这算什么？你
常说你们动手，总是一个打一个，为
什么他们这许多人，打你一个？”
我冷笑一声，道：“红红，我和你说
的，是行侠仗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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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郦昊乔，
我再问你一件事。”
“你问吧。”
“打个比方吧！如果以前你非常讨厌
吃芒果制的东西，可是有一天你在宴
会上浅尝了一口芒果慕斯，却爱上了
它，那你会怎样？”
“继续吃啊！”
“你说的。”
“是啊！宴会上的蛋糕都准备很多，
不会在乎客人多吃几块的。”
他才说完，寇百岁便踮起脚尖吻了他
一下，在他惊讶她的大胆之际，她却
红着脸，眼底有抹诡计得逞的笑意。
“这‘芒果慕斯’比起樱花花瓣可一
点也不逊色，你说是不？”
郦昊乔一怔后是大笑。这个寇百岁
啊……是个很有调教价值的学生喔！
只是生涩又笨拙的吻却能撩得他心痒
痒的！
(45)
往往真能出人意料！碧玉灵蜍虽然珍贵
无比，但既已失去，徒事懊丧，也自无
益。此物总比黑天狐藏处好寻，我们拼
着踏遍江湖，总不怕搜它不出。今日已
晚，且自歇息养神，明日开始，先把这
会泽城中仔细勘察，看看可有奚兄所说
的南徐北骆之类人物？”
杜人龙虽然满怀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这一夜之间，除奚沅尚略睡片时之外，
葛、杜二人几乎均未阖眼。
次日一早，三人便自先循昨日所行途径
开始，在这会泽城中的人烟辐辏之处，
注意察看可有奚沅所料的人物？
但这种办法，何殊大海寻针？而且也不
能遇见任何一个较为魁梧或瘦小之人，
就冒冒失失去问人家是不是著名神偷“
南徐北骆”？所以在街市之上，荡到中
午，杜人龙业已知道这样找法，决无
希望，一赌气之下，索性不找，与葛龙
骧、奚沅跑上一座杏花天酒楼，竟欲藉
酒浇愁，吃完再打主意。
到雅座之中坐定，要了酒菜不久，忽然
听得楼梯之上，当的一声“报君知”
响，并有人朗声说道：“筮短龟长，交
相为用，阳奇阴偶，各有征宜！君子问
祸不问福，哪位有什么重大疑难之事？
在下可以六爻神课，代为一断。”
葛龙骧听这卖卜之人，话音聚而不散，
分明身有内家武功，心中一动，挑帘含
笑叫道：
“先生这里来，在下有事请教。”
这位卖卜之人，相貌清奇，约莫五十左
右，身材略矮，颇为瘦削。听葛龙骧招
呼，抬头一打照面，两人同觉对方神
采不俗！那人“报君知”一提，走入雅
座。
葛龙骧为三人一报姓名，这位卖卜之人
对葛龙骧师兄弟当然陌生，却向奚沅抱
拳哈哈笑道：“尊驾原来便是穷家帮中
的长老人物，“神乞奚三”四字，名震
江湖。在下景慕已久，真人面前，不弄
玄虚。在下徐荻，有个难听绰号，叫做
妙手神偷。我这江湖末流，今日能识奚
大侠及两位小侠，可称幸会。”
他这一自动报名，正叫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差点把杜人龙喜
得从座中跳了起来！
但转念一想，碧玉灵蜍若真是这妙手神
偷徐荻所窃，他怎会一见之下，便即自
吐真名？
想到此处，不由得又是愁容满面。
徐荻既称妙手神偷，眼光何等锐利？向
杜人龙笑道：“方才葛小侠相招问卜，
可是杜小侠有甚疑难？彼此既然倾诚相
见，徐荻怎敢再弄那些江湖伎俩。不过
三位如果看得起在下，说将出来，大小
总可略贡刍尧，未必无益。”
杜人龙尚未答言，奚沅已自斟了一杯
酒，双手捧向徐荻，含笑说道：“徐兄
豪快无伦，奚沅心折！我先敬你一杯，
话中倘有唐突之处，尚请见谅！”

(161)

我并没有多说，只是这一句，已足够
令得眼前这个占尽优势的年轻人难堪
了！
他居然还会面上略为一红，这倒是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
他向红红望了一眼，红红已经爬了起
来，向我走了过来，红红的帽子，早
已跌了下来，露出了长发，她柳眉倒
竖，满面怒容，并无惧色，我早说过
红红十分美丽，这时候看来，更有一
股英气。
那年轻人又不由自主地向红红看上几
眼，红红昂然来到了我的身边，和我
并肩而立，向那年轻人道：“你好不
要脸！”
那年轻人面色一变，我连忙喝道：“
红红！”
红红“哼”地一声，道：“怕什么？
我就不信他有这样的厚脸皮，敢将这
一剑刺下去！”
(59)

娱乐 HIB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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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公布昆凌怀三胎：

格莱美因疫情延期

这是最美好的礼物

推迟至4月改到拉斯维加斯举行

格莱美
2022年格莱美奖颁奖
礼的新日期终于确定！1
月18日星期二，美国国
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
宣布，第64届年度格莱
美颁奖典礼将于4月3日
改在拉斯维加斯的米高
梅大花园竞技场举行。

此前录音学院曾宣
布，由于新冠疫情形势
严峻，原定于1月31日
在洛杉矶加密竞技场
（Crypto.com Arena）举
行的颁奖典礼延期。 声
明写道：“音乐界的从业
人士、现场观众以及数百

名不知疲倦地制作我们节
目的专业人士的健康和安
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关
注事项。鉴于围绕奥密克
戎变体的不确定因素，在
1月31日举行演出包含太
多风险。我们将在未来某
天再庆祝音乐界最盛大的
夜晚，日期很快宣布。”
这是特雷弗·诺亚
（Trevor Noah）连续第
二年主持的颁奖典礼，
也是连续第二年因为新
冠疫情而推迟，去年的
格莱美奖延期到3月举
行。录音学院首席执行
官小哈维·梅森（Harvey
Mason Jr。）在周二的公
告中表示，这将是格莱
美奖第一次在维加斯举
行，“从我们宣布推迟
原定演出日期的那一刻

起，我们就收到了来自
艺人社群团结一心的衷
心支持。”
约 翰 · 巴 蒂 斯 特
（John
Batiste）以高
达十一项的提名领跑
今年的格莱美提名，他
入围的单元包括年度专
辑、年度唱片和最佳RB
专辑。
贾斯汀·比伯
（Justin Bieber）、豆荚
猫（Doja Cat）和 HER
分别获得八项提名，而
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和奥利维亚·罗
德里戈（Olivia Rodrigo）
分别获得六项提名。
第64届年度格莱美奖
将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 3
日晚上8点至11点30分/
太平洋时间下午5 点至8
点30分在CBS直播。

斯琴格日乐《姿态》MV上线

保持本性寻找最真实的自我

太合音乐集团旗下在水
星厂牌服务艺人斯琴格日乐
《姿态》专辑里同名主打歌
《姿态》MV全网上线。
如果说《织谣》是连接
古老与现代的纽带，那么
《姿态》就是用摇滚，迷
幻的态度去着眼于未来，
探索未来的世界，找寻未
来的自己。
斯琴格日乐从乐队贝斯
手,逐渐转变为歌手,再到
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
为一身的独立音乐人, 她
的人生体验和音乐感悟都
在不断丰富。斯琴格日乐
的音乐充满了生命力，比

起单纯的创作者，她更像
是体验者，乐此不疲地感
受着世间万物的灵气，受
其滋养，再以音乐为介质
传递给更多人。
《姿态》的音乐风格迷
幻、摇滚，就像这次MV中
所展现的，迷幻又不失美
感，迷幻的画面配上迷幻
的歌曲造就了这支独一无
二且如梦如幻的MV。这支
MV通过一帧帧红蓝特效，
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将观
看者拉入到这个世界里，
一起重新找回真正的自
己，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
姿态。这也是斯琴格日乐

对自我诗意的委婉表达，
这就是她的姿态。斯琴格
日乐的音乐就像简笔画一
样的极简线条，直接打动
着乐迷朋友，直击内心，
在歌曲里寻找自己。这本
就是一种实验性的挑战，
但斯琴格日乐又更加大胆
的编写出有着现代诗意感
的歌词。这种强烈的矛盾
感相互碰撞，拉扯，创造
出独有斯琴格日乐姿态的
音乐作品。
当人们习惯于用复杂
难懂的语言色彩去表达情
感时，美好的音乐不需要
多么复杂的作曲，回归到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难的，
而简单却也构成了斯琴格
日乐的音乐情感世界。她
想用“姿态”传递给所有
人，要追求内心世界的真
实自己。我们为了迎合这
个世界，将真实的自己隐
藏在角落中。大胆去做自
己，不要被世俗所框住。
《姿态》就像一束照向角
落的光，点亮最真实的自
己。做真正的自己，才是
我们与他人交往的真谛。
斯琴格日乐曾说：“我
以为在这个纷乱嘈杂的世
界里能够寻求到内心的即
繁荣又宁静即活在俗世却
又远离世俗是一种极大的
幸运。”是的，我们在生
活中不是万能的存在，你
不一定被现实禁锢住要勇
敢去面对、抗衡、冲破，
永远不要停止做最真实的
自己，坚持自己的姿态。
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独
特美好的时代，我们遇见
的并不都是美好。保持
住自己最本真的姿态，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你的姿态完全由你自
己做主。
据悉，斯琴格日乐“织
谣”将于1月22日在Blue
Note Beijing举办，来到现
场，和斯琴格日乐一起找
寻最真实的姿态吧。

动画电影《小虎墩大英雄》曝粤语预告

虎墩说粤语超萌超机灵
春节档动画电影《
小虎墩大英雄》将于虎
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
粤语版同步上映。“靓
仔说书”粤语预告日前
曝光，“镖二代”小
虎墩一腔孤勇不负使
命，“镖中之王”杨总
镖头重出江湖硬捍强
敌，国风武侠美学淋漓
尽致。不少观众大呼过
瘾，越发迫不及待想要
观看全片。虎年就要看
虎墩，在大银幕与你不
见不散。
粤语对白更添角色性
格 小虎墩“松毛松翼”
踏征程
《小虎墩大英雄》讲
述小虎墩追逐心中镖师
梦想的冒险成长故事。
新曝光的“靓仔说书”
粤语预告中，小虎墩、
杨总镖头、大当家等主
要角色说着粤语登场，
台词中巧妙运用不少成
语和俚语，对白韵味十
足，更添人物性格。
在四海镖局长大的
小虎墩一直心存镖师
梦。阴差阳错大摆乌龙
之下，他从大有来头的

周杰伦社交软件
周杰伦公布昆凌怀孕喜
讯：“原本想说出生了再来
公布，看了是防守不住，这
最美好的礼物，有押“孕”

喔。”2015年周杰伦与昆凌
结婚，随后生下大女儿海瑟
薇，2017年，二儿子出生，
取名罗密欧。恭喜！

永野芽郁新冠愈后味觉异常

据调查女性易有后遗症
据《女性自身》杂
志爆料，一位电影界相
关人称：“永野芽郁去
年出演了三部电影，12
月拿到报知电影奖最佳
女主角奖，之后片约不
断。”虽然最近事业上
一帆风顺，但是永野芽
郁去年的回忆太痛苦，
日前她还更新Instagram
分享头发染成绿色的照
片，大胆改变形象来迎
接新的一年。
据一位圈内相关人
称：“去年七月永野芽
郁在拍摄日本台剧集《
女子警察的逆袭》时感
染新冠病毒，当时拍摄
只能暂停，她到八月上
旬复出，还在社交平台
向相关人士为自己给大
家添麻烦道歉。”
虽然从诊断到复出时
间不长，但是此后永野芽
郁还受到后遗症的影响，
一位电视台相关人透
露：“当时永野芽郁治
好了新冠病毒的症状，
但是之后有一段时间一
直味觉异常，当时她
非常担心对工作造成影
响 ， 还好现在已经彻底
康复，没有后遗症了。”
据悉，新冠病毒感
染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味
觉障碍，日本演艺圈还
有森三中的黑泽宗子、
穿上麻衣子等都出现过
同样的情况，去年五月
穿上麻衣子参加电视节
目采访时说：“我的味
觉异常情况持续了一个
月，到可以尝到美味真

永野芽郁Instagram分享新发色
的花了很长时间。”
一位医学记者称：“
为后遗症苦恼的多数是
女性，根据国立国际医
疗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
现实，相比男性女性更
容易出现后遗症，出现
味觉异常的女性是男性
的1.6倍，而且年轻瘦弱
的人更容易出现味觉和
嗅觉的异常。”一位院
长在接受采访时希望大
家提高警惕，他说：“
男性一般味觉恢复百分
之八十就满足了，但女
性希望完全恢复，现在
因为后遗症来医院的患
者远高于新患者，治疗
后遗症更困难。”但是
永野芽郁等人在治好后
遗症后依然活跃在演艺
圈，相信会给同样的患
者很大的鼓励。

台媒曝王力宏已换手机号

对李靓蕾没有恨只剩害怕

山贼黑骨头手里搭救出
富家千金与小厮，留
下“一招‘泰山压顶’
用内力将黑骨头震上半
空”的江湖传说，也因
此获得送镖机会。“
松毛松翼”的小虎墩兴
奋出发，伴随他与杨总
镖头惊心动魄与欢乐齐
飞的冒险，一个刀光剑
影的国风江湖画卷渐渐
展开。得罪了天煞会的
小虎墩将遇到怎样的危
机？令人充满好奇。
“镖中之王”宝刀未
老显身手 国风武侠气质
太惊艳
《小虎墩大英雄》粤

语版将于虎年大年初一
同步上映，带来更多观
影版本选择之余，也烘
托出浓烈的国风武侠质
感。不难发现，预告中
小虎墩绘声绘色说书一
幕，致敬了周星驰版《
鹿鼎记》开场，武侠喜
剧气质呼之欲出。而杨
总镖头大展身手破敌，
尤显宝刀未老，但这位
曾经叱咤风云的“镖中
之王”为何不愿提及过
往？他能否协助徒弟虎
墩完成任务？不妨走进
影院揭晓答案。
此前，小虎墩的短
视频全网播放总量高

达100亿，无数观众在
他的陪伴下笑过感动
过。如今，我们将在
《小虎墩大英雄》里
看到小虎墩的成长，
影片不仅有升级的动
画制作、更加精彩的
冒险故事，亦有“虎
年吉祥物”虎墩带来
的欢乐与感动。
春节档动画电影《小
虎墩大英雄》将于2月1
日虎年大年初一全国上
映，粤语版同步上映，
影片由深圳市元人动画
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敬请期待。

王力宏李靓蕾
对于网友质疑王力宏
为何不敢单独回家探望
孩子，原因在于李靓蕾
几 篇毁 灭 性发 文 后， 王 力
宏 已对 李 靓蕾 失 去信 任 ，
而 且有 很 强的 戒 心， 连 手
机 号码 都 换了 ， 他希 望 在
第三方的陪同下返家看
孩 子， 主 要也 是 防备 李 靓
蕾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举

动，希望第三方在场可
以作证。
台媒打听到，王力宏
与 友人 联 系的 时 候， 心 情
仍 然算 平 静， 有 些话 还 能
以 “哈 哈 ”回 应 。好 友 询
问 他是 否 恨前 妻 ？王 力 宏
竟 然说 不 会， 并 表示 “ 心
中 本来 就 没有 恨 ，只 剩 害
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