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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Menko PMK）部长穆哈基尔．艾芬迪（Muhadjir Effendy（中）
、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Mami Mizutori（右二）、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危机局局长Asako Okai（左二）、全球城市灾害风险管理总监、抗灾力和土
地全球实践世界银行Sameh Wahba（右）和降低灾害风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建筑恢复重建抗灾团队负责人和国际恢复平台指导委员会Ronald Jackson（左）周一
（2022年5月23日）在巴厘岛努沙杜瓦（Nusa Dua）举行的2022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 
(GPDRR)的第5届世界重建会议(WRC5)开幕式上合影。本届世界重建会议主题为“为可持
续的未来而重建：通过在世界后新冠肺炎疫情转型中恢复建立复原力”。（v）

第5届世界重建会议在巴厘举行

佐科威总统和塞尔

维亚外长还讨论了

印尼向塞尔维亚出

口棕榈原油的问题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在
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印
尼是塞尔维亚重要的合作
伙伴之一，两国在各领域
的工作关系也继续增强。

“塞尔维亚赞赏和尊敬与
印尼的合作伙伴关系，塞尔
维亚并承诺将继续加强与印
尼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
陪同佐科威总统出席会议的
外交部长蕾特诺会后说道。

蕾特诺外长继续说，
会议讨论的合作形式之一
是，作为欧洲地区最大的

小麦生产国之一，塞尔维
亚承诺能够继续向印尼出
口小麦。塞尔维亚外长还
将与印尼商人和国有企业
（BUMN）会谈有关如何落
实上述讨论的议题。

除了小麦，佐科威总统
和塞尔维亚外长还讨论了
印尼向塞尔维亚出口棕榈
原油（CPO）的问题。 据
外长蕾特诺介绍，目前塞
尔维亚从印尼进口的棕榈
原油已达到30%，而且进
口量也不断上升。

“塞尔维亚从外部进口
的棕榈原油中有 30% 是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棕榈原
油，”蕾特诺外长说道。

最后，佐科威总统和塞
尔维亚外交部长还讨论了
塞尔维亚希望能够从印尼
招募具有基本技术熟练工
人从事建筑、餐饮、酒店
经营等多个行业工作。

“原则上，会议上讨论
了塞尔维亚将从印尼引进
具有基本技术熟练工人到
塞尔维亚工作和小麦以及
棕榈原油的合作，” 蕾特
诺外长这样说道。（v）

塞尔维亚冀继续加强与印尼合作关系

佐科威总统在雅京接见塞尔维亚外长

周一（5月23日），佐科威总统由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蒂(右二)和内阁秘书帕拉摩
诺·阿侬（右一）陪同下，在雅京总统府接见到我国访问的塞尔维亚外长尼古拉·塞拉
科维奇一行。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周日（2022年5月22日）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丹托（Airlangga 
Ha r t a r t o）在瑞士达沃斯
与沙特阿拉伯经济和规划
部长费萨尔·易卜拉欣
（Faisal Al-Ibrahim）举
行双边会议。

周一（23/5）艾尔朗卡
在官方声明中说：“该双
边会议提出几个问题，包

括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领域的合作计划”。

会议上，艾尔朗卡表
示，希望通过沙特2030年
愿景和印尼2045年黄金愿
景的协同作用，印尼成为
沙特的战略伙伴。

艾尔朗卡还传达印尼
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印
尼加入全球危机应对小组
（GCRG）有关的几项进
展，并希望沙特阿拉伯政
府支持实现全球利益。

费萨尔·易卜拉欣部长
回应说，沙特阿拉伯的经
济是由石油和天然气驱动
的，以及它与导致能源、
金属和投资价格波动的乌

克兰战争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通过提高

炼油能力来预见战争的影
响，并希望G20能够维护
全球安全，特别是在粮食
安全方面。

该两位部长还讨论沙特
阿拉伯石油技术的发展，
例如对碳捕集、利用和封
存（CCUS）、蓝色氢的投
资以及对印尼新国家首都
的投资。

沙特作为G 2 0 国家之
一，也表示全力支持印尼
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协
调部长艾尔朗卡也表示希
望沙特参加G20发展部长级
会议。（asp）

【Bisnis.com雅加达讯】
从明年开始，人口识别号 
(NIK) 将用作纳税人识别
号 (NPWP)。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每个已经拥有NIK
的人都必须纳税？

财政部长丝莉·穆利亚
妮此前强调，使用人口识
别号作为 纳税人识别号并
不一定会导致个人纳税。

Sri Mulyani日前在中爪
哇的《中爪哇HPP法的社
会化》中说：“税收是正
义的原则。如果你没有收
入，你就不用纳税。如果
你上大学，你甚至可以获
得智能印尼卡（KIP）或印
尼大学卡（KIK），并且国
家支付它”。

丝莉解释说，NIK取代
NPWP是为了简化和保持
一致性。

如果一年的收入高于非
应税收入(PTKP)，或者个
人是使用2018年第23号政
府条例的企业家，则需缴
纳税款。

她 说 ： “ 所 以 N I K 和 
NPWP并不意味着所有持
有NIK的人都要纳税。但它
们仍然基于正义原则”。

上周，财政部税务总局
和内政部人口与民事登记
总局（Dukcap i l）计划将
人口数据与税务数据库整
合。

这样做是为了让纳税
人更容易获得和接受税务
服务，并支持印尼的单一
数据政策。这也证实了根
据税务总局的计划在2023
年将NIK实施为NPWP的计
划。

这是2021年第7号法律

关于统一税收法规 (UU 
HPP) 的任务之一，即将 
NIK 用作印尼个人纳税人
的NPWP。

此外，这也是关于在公
共服务中纳入和使用人口
识别号码和/或纳税人识
别号码的2021年第83号总
统条例的任务，即将NIK
和/或NPWP纳入公共服务
和资助活动的义务更新人
口数据和数据库、税收数
据。（asp）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根 据 印 尼 新 冠 病 毒
（COV ID-19）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公布的最新
资料，5月22日至5月23
日，印尼国内单日新增
病例174例。国内新增确
诊病例逐渐趋于减缓。
截至5月23日，全国累计
病例为6,052,764例。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死亡病例12例，累计死
亡病人数156,534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929
例，全国累计治愈患者
达5,893,340例。截至
5月23日，现有治疗中
活跃病例为2980例，病
毒检测样本81,197人，
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0.21%，全国疑似患者

为2610人。
过去24小时，雅京特

区仍成为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最高的地区，新增
病例58例，其次西爪哇
省新增31例，接着万丹
省新增28例，东爪哇省
新增18例，巴厘岛新增
病例11例，中爪哇省新
增8例，东努省（NTT）
新增3例，苏北省新增2
例，西加省新增2例，西
苏省新增2例，西巴布亚
新增2例，苏西省新增1
例，廖内省新增1例，苏
南省新增1例，楠榜新增
1例，东加省新增1例，
北苏省新增1例，南苏省
新增1例，东南苏省新增
1例，巴布亚新增1例。
（v）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周一（5月23

日），佐科威总统由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

苏蒂(Retno LP Marsudi)和内阁秘书帕拉摩

诺·阿侬（Pramono Anung）陪同下，在雅京

总统府接见塞尔维亚外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

（Nikola Selakovic）率领的访问团。

艾尔朗卡会见沙特经济部长拟加强经贸合作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丹托（Airlangga Hartarto，
左）和工业部长阿古斯.古米旺(Agus Gum iwang 
Kartasasmita，右)

放假启事
5月26日(星期四)适逢

耶穌升天日为公共假日,
本报循例休假一天。

5月27日(星期五)照常出
版。敬希诸商翁、广告

客户和读者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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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5-33℃

泗水 晴天 26-33℃

棉兰 雨天 24-32℃

登巴刹 晴天 26-34℃

坤甸 晴天 23-34℃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5月23日）

累计确诊 :6,052,764 例
疑似患者 ：   2,610 例
新增病例 :      174 例
累计死亡 :  156,534 例
累计治愈 :5,893,34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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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造 动土 安门 安葬

忌 理发 整手 足甲 词讼

生肖相冲 羊

今
日

新增病例174例 活跃病例2980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6052764例

财长丝莉·穆利亚妮表示

NIK取代NPWP是为了简化和保持一致性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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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APEC第28届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我国与新西兰贸易部长举行双边会议
在面对出口禁令影响农民和经济的事实后，政府

终于重新开放棕榈原油(CPO )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
水龙头。然而在短期内，出口禁令作为应对市场动
荡的休克疗法还是有用的。

此外，最高检察院为铲除食用油交易黑手党而采
取的法律步骤理应继续下去，让包括政府官员和商
界的所有各方，不再滥用适用的规则。政府必须确
保国内市场义务(DMO)政策有效运行，并揪出其暗
中把玩操纵者。

政府如今实施国内市场义务(DMO)和国内价格义
务(DPO)政策，以维持国内食用油的供应及可负担
性。上述政策是在棕榈原油(CPO)及其衍生产品出口
于5月23日周一重新开放后实施的。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塔托（Airlangga 
Hartarto）在上周说：“上述政策实施后，贸易部将
努力执行国内市场义务规定，以确保食用油原材料
的供应。此外，参考金融和发展监督局 (BPKP) 的
研究，贸易部也执行国内价格义务规定。”

政府将保持1000万吨的国内市场义务，其中800万
吨分配给国内市场，200万吨用于储备。贸易部随后
将确定每个生产商需要满足的国内市场义务数量。
艾尔朗卡说:“贸易部还将建立一个机制，将食用油
的生产和分配均匀分发到社区，并按目标进行。”

艾尔朗卡说，通过工业部的数字应用程序，即散
装食用油信息系统(Simirah)的持续监控，上述分配
机制将确保供应的可用性。不遵守规定的公司将根
据适用的法规受到惩处。

禁止出口政策导致散装食用油供应量大幅增加，
甚至超过了国家月度需求量。政府将确保食用油的
供应妥善分配到消费者层面。艾尔朗卡表示，全国平
均食用油需求每月达到19万4634吨。2022年3月，即
棕榈原油出口禁令实施前食用油供应量为6万4626.52
吨，仅能满足月需求量的33.2%。

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Celios)主任彼玛（Bhima 
Yudhistira Adhinegara）认为，取消毛棕榈油出口禁
令证明了禁止毛棕榈油和食用油出口的政策是一个致
命的错误。这是因为在社区层面上，食用油的价格仍
居高不下，另外因国内毛棕榈油供应过剩，鲜果串的
价格暴跌，让油棕种植者处于不利地位。

彼玛遗憾地表示，停止出口政策的影响使国家损
失了6兆盾以上的收入，此外还面临与棕榈原油出口
活动相关的航运物流部门的压力。5月20日，彼玛对
Sinarharapan.co说:“由于禁止棕榈原油出口，外汇
损失已经相当高，影响了金融部门的稳定。”

棕榈原油出口禁令确实威胁到了印度市场，一直
是棕榈原油最大买家的印度每年进口约1300到1350
万吨植物油，其中约800到850万吨(63%)为棕榈油。
而棕榈油的45到50%来自印度尼西亚，其余来自邻
国，即马来西亚。

然而，自从印尼实施棕榈原油出口禁令后，印度
转向马来西亚购买棕榈原油，因认为马来西亚政府
的政策更稳定。

印度溶剂萃取协会 (SEA) 主席 Atul Chaturvedi 
表示：“这对印度来说得到巨大的缓解，肯定会有价
格调整，但我们开始摆脱对印度尼西亚的依赖，并增
加我们从马来西亚和泰国采购的棕榈油数量。”

因此需要解除毛棕榈油出口禁令，以挽救外国市
场，并帮助数百万受到农产品价格下跌打击的农民.

政府从棕榈原油出口禁令获得一个宝贵的教训，
即在制定政策前必须全面了解问题的本质，以免产
生不利影响。从后来出现的案例来看，混乱局面的
发生是由于政府官员与不负责任的人暗中勾结、胡
作非为造成的。

因此，我们鼓励有关食用油和棕榈原油的法律案
件得到彻底解决。损害国家人民利益者都必须承担
其法律责任和受到严惩，惟如此日后才有望不再发
生类似的必需品短缺混乱情况。

撤销棕榈原油出口禁令后
仍须铲除食用油交易黑手党

贸 易 部 长 卢 特 菲 周
一（5月2 3日）在新闻
声 明 中 说 ， “ 会 议 旨
在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重点就优先
问题进行建设性讨论，
以实现集体经济复苏，
从而在今年取得有意义
的成果。”

我国贸易部长希望G20
所有成员国和包括新西
兰在内的受邀国能够给
予同样的精神，并表达
对印尼能在今年成功地
提供切实解决方案和成
果的支持。

在会议期间，我国贸
易部长提到了印太地区

的经济参与。他表示，
印度尼西亚欢迎美国通
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
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
参与。因此，正如佐科
威总统在东盟与美国峰
会上所说的，IPEF和东盟
印太展望（AOIP）之间
需要发挥协同作用。

“我们希望看到美国
提供的每一项合作都能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尤其是在贸易和供应链
支柱方面，以及对印太
地区特别是东盟人民繁
荣的影响，”贸易部长
卢特菲强调说。

卢特菲说，印尼和新

西兰之间的贸易可继续
发展的机会很大。印尼
有几种潜在的产品，如
汽车、新闻纸、无涂层
纸和胶合板。同时，来
自新西兰的潜在产品包
括低脂奶粉、冷冻牛肉
块和新鲜苹果。

在投资领域，新西兰
在2021年对印尼的投资
排名第38位，投资金额
为820万美元，主要投资
在酒店和餐饮、住房、工
业区和商业活动及贸易领
域。贸易部长卢特菲鼓励

新西兰投资者探索其他潜
在领域，为两国经济增长
创造新机会。

新西兰出口增长和贸
易部长达米恩·奥康纳
表示，非常支持加强新
西兰和印度尼西亚之间
的贸易合作。

2022年1月至3月，印
尼与新西兰的贸易金额
为4.871亿美元，比去年
同期的3.671亿美元增长
了32.68%。而在2021年
全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
16.8亿美元。（pl）

泰国APEC 2022标志

【安塔拉通讯社】于5月21日至22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第28届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我

国贸易部长穆罕默德卢特菲（Muham�Muham�

mad Lutfi）与新西兰出口增长和贸易部

长达米恩·奥康纳（Damien O’connor）

举行了双边会议。

【B i s n i s . c om雅加达
讯】预测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料将在2022年
5月的理事会会议上维持其
基准利率或 BI�7 天逆回
购利率（BI7DRR）。

宝 石 银 行 （ B a n k 
Permata）经济学家 Josua 
Pardede 表示，央行将在
本月理事会会议中继续采
取这一步骤，以保持盾币
汇率和价格稳定或通胀的
稳定。

他说，就盾币汇率而
言，美联储的鹰派情绪鼓
励美元兑包括盾币在内的
全球货币走强。然而，盾
币的贬值幅度低于其他国
家的货币。

他周一（23/5）说：“
与其他货币相比，盾币的
贬值往往出现在一个更有
限的日历年，年初至今贬

值2.7%，例如马来西亚令
吉年初至今贬值5.1%；泰
国年初至今下跌3.5%，人
民币贬值 5%”。

此外，从外部看，Josua 
表示，贸易收支表现依然
稳健，202 2年1月至4月
期间录得169亿美元的顺
差，2022年首季度经常账
户收支顺差占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 0.07%。

此外，政府还发出信
号，通过在20 2 2年国家
收支预算（APBN）中增
加能源补贴支出，将维持 
Pertalite 燃料、3公斤LPG
和电费 <3000VA的价格，

以维持人民的购买力。
他解释说：“因此，最

初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的
通胀压力将受到能源价格
调整的推动，因此通胀预
期往往低于能源价格调整
的假设”。

因此，在通胀预期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方通胀
的增幅并不比供给方通胀的
增幅更显着，而且随着盾币
汇率的当前走势，央行有望
维持其基准利率。

Josua接着说：“预测央
行仍会考虑维持其基准利
率，以支持今年我国经济
复苏的势头”。(asp)

宝石银行经济学家预计

央行料将维持基准利率在3.5%水平

Josua Pardede

【印尼CNN新闻网】有
情人终成眷属。宪法法院
（MK）院长安瓦尔·乌
斯曼（Anwar Usman）与
佐科威总统妹妹Idayati喜
结良缘，佳偶天成，并将
于5月26日在梭罗市举行
婚礼。国务秘书部长普拉
蒂克诺（Pra t i k no）和国
军总司令安迪卡·珀卡萨
（Andika Perkasa）上将
将担任一对新人婚礼见证
人。

根 据 苏 拉 加 大 市
Ban j a r s a r i宗教事务办事
处（KUA）局长Arba’in 
B a s y a r周一（2 3日）表
示，普拉蒂克诺将担任

一对新娘见证人，新郎证
人是安迪卡上将。虽然如
此，Arba’in Basyar不能
说他们俩是否在一天婚礼
前出席彩排婚礼活动。

安 瓦 尔 于 2 2 日 抵 达
Ban j a r s a r i宗教事务办事
处以处理婚礼手续，安瓦
尔在当天称对于他与总统
妹妹的婚礼没有任何特别
准备，也没有感觉非常
紧张。安瓦尔驳斥他与
Idayati具有政治色彩婚礼
的言论，并表示两人的缘
分是上天安排的。

据报道，佐科威总统成
为安瓦尔与Idayati的婚姻监
护人，因为Idayati的爸爸

已去世了，根据伊斯兰教
法，如果父亲不在，监护
人的位置可以被代替。目

前Banjarsari宗教事务办事处
对安瓦尔与Idayati的婚礼一
切准备就绪。（yus）

国军总司令和国务秘书部长

担任MK院长与总统妹妹婚礼见证人

MK院长安瓦尔与佐科威总统妹妹Idayati将于5月26日在
梭罗市举行婚礼。

【印尼CNN新闻网】国
军总司令安迪卡·珀卡萨
(Andika Perkasa)上将于5
月23日在雅京中区印尼伊
斯兰教士联合会（PBNU）
办事处与伊联总主席叶海
亚·乔里尔（Yahya Cholil 
Staquf昵称Gus Yahya）进
行会晤。

叶海亚于说，昨日早上
安迪卡上将拜访伊联办事
处，这次会见讨论伊联与
国军将加强合作维护国家
安全。虽然如此，叶海亚
不愿透露举行一系列维护
国家活动的详细信息。

叶海亚冀望，对一系列
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可
以提升伊联与国军的关系
更密切，也可以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及维护社
会安全的利益。

“我们俩昨日的谈论
非常亲切和温馨，我认为
国军与伊联的观点是完全
一致的。”叶海亚这样表
示。

叶海亚此前于3月2日
在国军总部与陆军参谋
长杜东•阿卜杜拉赫曼
（Dudung Abdurachman）
陆军上将进行会谈，讨论
提供伊联安梭青年团（GP 
Ansor）培训的计划。伊联
安梭青年团是伊斯兰教士
联合会（NU）在青年和社
会部的自主团体，于1934
年4月24日在外南梦进行
第九届伊联大会中成立伊
联安梭青年团。（yus）

国军总司令拜访伊联

讨论伊联与国军加强合作维护国家安全

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上将（右一）于5月23日在雅京中区伊联
办事处会见伊联总主席叶海亚。

【印尼CNN新闻网】作
为印尼最大伊斯兰组织，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 
简称伊联）始终成为各政
党拉拢的对象。然而，伊
联创办和领导人起初已经
表明立场将不要参与实际
政治活动，直到伊联总主
席瓦希德（Gus Dur）当选
印尼第四任总统后这个惯
例就被打破。

尤 其 是 具 有 浓 厚 的
伊联背景的民族复兴党
（PKB）成立后，NU就积
极投入实际政党活动，NU
甚至与PKB具有剪不断理
还乱的政治关系。直到

叶海亚 •乔里尔（Ya h y a 
Cholil Staquf，别名Gus 
Yahya）当选伊联总主席
后开始采取与全部政党
保持相等距离的政治立
场。PKB也忧心忡忡将在
2024年大选丧失大量的重
要NU票源。

叶海亚•乔里尔周一(23
日)在雅京PBNU办公室要
求所有政党不要将NU用
作政治竞争的“工具”，
包括PKB，若继续这样下
去，对伊联未来的健康发
展是非常不利的处境。

叶 海 亚 • 乔 里 尔 接 着
说，NU是一个属于所有印

尼人民和国家的伊斯兰组
织，不应该成为政党的政
治斗争工具。

“我们要求所有党派不
要使用身份政治，特别是
宗教身份，包括NU身份。
不能利用NU的身份进行政
治目的，NU永远是属于国
家和印尼人民的，”这位
印尼第四任总统瓦希德的
前总统发言人叶海亚•乔
里尔这样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
年3月上旬访问东爪哇谏
义里县(K e d i r i ) P C NU办
公室期间，叶海亚•乔里
尔提醒NU 干部，特别是 

PBNU 领导层，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之前不要参与
或远离实际政治。

甚至，如果有NU行政人
员违反规定，NU中央理事
会将毫不犹豫地给予严厉
的制裁，首先将通过书面
警告。

“若违反规定，中央理
事会将立即发出第一份书
面警告信，接着第二次书
面警告信，若再还是不遵
守规定，将冻结肇事者的
NU成员身份。反正这是中
央理事会的命令，不允许
违反，”叶海亚•乔里尔
当时这样说道。(v)

伊联总主席重申NU不可成为党派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 安 达 拉 】 西 加
里 曼 丹 省 长 苏 达 米 吉
（Sutarmidji）于5月23日
在Peti t ih市政厅为兰腊县
（Kab.Landak）暂摄县长
塞缪尔(Samuel)举行就职
宣誓典礼。塞缪尔正式
代替在本月2 2日任期结

束的兰腊县县长卡罗琳
（Karolin Margret Natasa）
和 副 县 长 H e r c u l a n u s 
Heriadi。

苏达米吉在致辞中要求
塞缪尔立即完成处理兰腊
县的工作任务。目前塞缪
尔兼任西加里曼丹通讯和

信息局长职务。
2017年�2022年兰腊县长

卡罗琳于昨日祝贺塞缪尔被
任命为兰腊县暂摄县长。基
础设施、教育和经济发展成
为兰腊县暂摄县长的优先工
作任务，这三个工作任务仍
与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经济

发展计划有关。
塞缪尔宣誓就职后称他

立即前往兰腊县与地方领
导协调论坛（Forkopimda）
和地方机构组织（OPD）进
行协调沟通，立即展开执
行兰腊县暂摄县长工作任
务。（yus）

塞缪尔被任命为西加省兰腊暂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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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PS研究主任在雅加
达发布的官方声明中表
示：“我们赞赏政府在
听取各方意见后对棕榈
油出口禁令政策采取的
步骤。即便如此，政府
也必须致力于改善食用
油商业法规，以致保持
供应充足，为各阶层社
区提供实惠价格。”

她补充说，该一步骤
对于减轻全球出现粮食
危机风险是必要的。自
从2021年底以来，在国
际市场的棕榈油价格飙
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
兰出现冲突，及我国禁
止出口棕榈油的政策，
导致该价格不断上涨。

我国供应的棕榈油占
世界棕榈油总量的60%
。在国际市场的棕榈油
供应减少对许多国家复

苏经济的努力都有影响。
她希望，取消出口禁

令的步骤将对国内和全
球的经济复苏发挥作用。

“我国是棕榈油的主
要出口国，在2021年棕
榈油出口额约为350亿美
元，”他如斯说。

此外，棕榈油加工产
品的出口也显著增长约
30亿美元。来自出口关
税的收入使用于实施棕
榈油种植园基金管理机
构（BPDPKS）的计划，
包括重新种植计划，及
可持续棕榈油管理。 

她 续 说 ， 在 长 期 计
划，政府必须关注我国
和全球对棕榈油，包括
食用油、生物柴油，或
者其他加工产品需求提
升。

她表示，取消棕榈油

出口禁令后，政府必须
重新研究散装食用油的
最高零售价和其补贴事
宜。实施最高零售价将
使商人不愿意把库存散
装食用油在市场销售，
从而更加出现供应短缺。

C I P S 拥 有 的 家 庭 月
度指数（BuRT）数据显
示，包装食用油价格仍
居高不下，但其供应保
持充足。在2021年12月
份的价格每公升为2万
0667盾，在今年1月和2

月份的价格降至1万9555
盾和14000盾，但在市场
的供应还稀少。由于实
施最高零售价，使食用
油价格每公升降至14000
盾。

取 消 最 高 零 售 价 ，
使今年3月的价格回到
18505盾，并在今年4月
份继续涨到2万6360盾。
根据战略食品价格信息
中心（PIHPS）的数据，
价格每公升还到25000盾
至26000盾。(vn)

CIPS称取消棕榈油出口禁令

对经济复苏具有战略意义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印尼政策研究机

构（CIPS）评估，佐科威总统公布政府解

除棕榈油出口禁令的政策是为恢复国内经

济的战略步骤。

图为商人正在举起在东爪省Madiun县Dungus市场地区展开
市场调控时购买的散装食用油。

【安塔拉社勿里洞讯】
我国邀请加拿大加强与我
国和东盟的合作，特别是
确保东盟国家和加拿大能
够享有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后的全球经济复苏。

贸易部长M u h a m m a d 
Lutf i在勿里洞岛发布声明
说：“我们希望我国和东
盟能与加拿大建立密切合
作，以确保地区的经济快
速复苏。”

他希望，我国能与加拿
大建立合作，并在印加建
立70年周年的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地区的经济复
苏。

贸易部长与加拿大小型
企业、出口促进和国际贸
易部长Mary Ng举行双边
会议时提出这一点。

2022年5月21日至22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亚太经合
组织（APEC）贸易部长级
会议（APEC MRT）间隙
举办该双边会议。

他阐明，为支持地区
经济复苏需要四件事。首
先，进行数字化，因为数
字经济在进行复苏行动和
防范未来出现的障碍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必须加强卫生方
面，因此能够应对突发危
机。第三是进行对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坚持公平
竞争原则的投资。

第四是必须实现包容性
和可持续发展，以便能尽
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在20 3 0年实现共享繁
荣。

除了讨论有关经济复

苏的问题之外，贸易部长
与加拿大小型企业、出口
促进和国际贸易部长Mary 
Ng举行会晤时讨论的其他
问题是有关我国与加拿大
之间全面经济协议谈判的
最新进展。

贸易部长对2022年3月
1 4日至1 9日举行的首次
谈判表示赞赏，因为从两
国对贸易政策寻找共同的
看法。按照计划，第二轮
谈判将于2022年下半年进
行。

在 上 述 谈 判 还 讨
论 有 关 东 盟 与 加 拿 大
（ACAFTA）之间的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的最新进
展。

东盟与加拿大谈判小
组已经完成贸易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2022年工作计
划，及ACAFTA的谈判结
构。该三份文件将成为即
将举行的ACAFTA谈判的
基础。

“我国对加拿大在现有
分歧和敏感问题之间，显
示出灵活性进行讨论而表
示最深切的感谢，”他进
一步称。(vn) 

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BNI）继续支持印尼创意产业的发展，
其中之一就是举办2022年BNI Java Jazz
会演。2022年BNI Java Jazz国际音乐
节将于5月27日至29日在在雅加达马
腰兰国际会展中心(Jiexpo Kemayoran)举
行。图为周一（23/5）在万丹省南丹
格朗市的工人正在制造各种微型乐器
的情景。
（商报/MaxManuhutu摄）

BNI Java Jazz音乐节微型乐器畅销

【安塔拉社泗水讯】印
尼工商会馆（Kadin）东爪
省分会敦促国营化肥公司
Petrokimia Gresik（锦石石
化）和政府寻找新的资源
或化肥原料供应国，因为
目前原料供应受到俄乌争
端的旷日持久影响。

K a d i n 副 总 主 席 艾 迪
（Edi Purwanto）在东爪
省泗水举行的Inagro Talk
座谈会上称，需要新原料
供应国是因为其中一种化
肥原料的来源地，即从俄
罗斯或白俄罗斯进口的氯
化钾（KCl）供应受到俄
乌两国冲突的影响。

艾迪坦言，俄乌战争对
国内化肥原材或化肥子产
品的供应产生直接影响，
譬如氯化钾的价格开始飙
升，并推动其他化肥产品
价格暴涨。

他说，我国要在俄罗斯
或乌克兰以外国家寻找新
的化肥原料供应，因为数
据显示，来自俄罗斯和乌
克兰的化肥原料进口量，
占国内需求的40%。

但是，我国必须与其他
需要相同基本成分的国家

竞争。
“虽然在获得原料供应

中，我国必须与其他国家
竞争，但这是必须面对的
后果，因为没有其他的方
式，也不能保证从其他国
家的供应能满足我国的需
求，”他说。

与此同时，Pet rok imia 
Gres i k公司企业传播部副
总裁 Awang Djohan Bach�
tiar 坦言，从俄罗斯或白
俄罗斯采购的原材料是氯
化钾，但公司并不依赖或
只从一个生产国购买，因
为还有加拿大和约旦。

Awang表示，在几个氯
化钾进口国当中，加拿大
的份额大于俄罗斯、白俄
罗斯或约旦。

根 据 2 0 2 2 年 计
划，Petrokimia Gresik 必
须进口多种原材料，即磷
酸盐岩、硫磺、氯化钾和
氢氧化铝（AlOH3）。

这些化肥原料的进口来
源国是埃及、约旦、摩洛
哥、阿联酋、卡塔尔、科威
特、沙特阿拉伯、加拿大、
约旦、白俄罗斯、俄罗斯、
老挝和土耳其。(er)

【安塔拉社巨港讯】
印尼国营矿业控股公司
（MIND）附属企业Buk i t 
A s a m公司（P T B A）在
2022年首季度的净利润达
2.28兆盾，与2021年同期
的5005.2亿盾比较，飙升
355%。

P T B A 公 司 企 业 秘 书
Apollonius Andwie于22日
在巨港发布的书面声明中
称，营业收入达到8.21兆
盾，与去年同期的3.99兆
盾比较，增长105%。

另一方面，截至20 2 2
年3月31日，公司的总资
产达38.99兆盾，与截至

2021年12月31日的36.12
兆盾比较，增加8%。

这一辉煌成就是得益于
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稳
健的运营业绩。这是因为
公司在每项行业，建立了
成本领先地位，并优化实
施可持续效率。

他解释说，公司在2022
年第一季度的煤炭产量达
634万吨，同比增长40%
；煤炭运输量617万吨，
同比增长16%。随着煤炭
生产和运输量提高，煤炭
销售量达到697万吨，或
增幅达18%。

因此，他说，公司定下

指标，2022年的煤炭产量
为3641万吨，煤炭运输量
为3150万吨。同时，2022
年的煤炭销量增至3710万
吨。

根据佐科威总统于2020
年11月17日签署的2020年
第109号总统条例，PTBA
的两个项目被列入国家战
略项目（PSN）。这两个
项目是位于Tanjung Enim
乡镇的煤气化（煤炭下游
项目），以及地点也在
Tanjung Enim乡镇的Bukit 
Asam煤炭工业区（BAC�
BIE）。

2022年1月24日，在苏

南省Muara Enim县Tanjung 
Enim工业区，PTBA公司、
北塔米纳和Air Products 
& Chemicals Inc（APCI）
举行了煤气化成二甲醚
（DME）工厂项目的奠基
仪式。佐科威总统出席并
主持仪式。

这项位于Tanjung Enim
乡镇的国家战略项目为期
20年，从APCI引进23亿美
元或折合32.9兆盾的外国
投资。该项目的煤炭年产
能力为600万吨，可生产
二甲醚140万，使每年的
液化石油气（LPG）进口
减少100万吨。(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矿企Aneka Tambang
公司（Antam）在2022年
第一季度录得利润1. 4 7
万亿盾，与去年同期的
6303.8亿盾增长132%。

A n t a m公司企业秘书
Syarif Faisal Alkadrie表示，
所获积极的业绩，与公司
努力创新生产和销售以及
实施适当和高效成本管理
的战略政策密不可分。

Syar i f于21日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说：“
随 着 国 内 市 场 积 极 增
长，2022年Antam致力于
发展国内客户群的战略，
特别是在销售黄金、镍矿
石和铝土矿。”

2022年1月至3月期间，
这家股票代码为ANTM的
公司总净销售额为9.75兆
盾，与去年同期的9.21兆
盾增长6%。

Syar i f解释说，国内净
销售额达7.42兆盾，成为
公司于2022年第一季度总

净销售额的最大贡献者，
或占总净销售额的76%。

根据商品细分，黄金
销售额是最大的贡献者，
占总净销售额5.88兆盾的
60%，其次是镍铁，销售
额为1.86兆盾（19%），
镍矿石为1.62兆盾（17%
），以及铝土矿和氧化铝
为2994亿盾（3%）。

2 0 2 2 年 第 一 季
度，An t am公司Pon g k o r
和Cibaliung矿山的黄金总
产量为390公斤，与2021
年第一季度的290公斤比
较，增长28%。

Syar i f表示，公司今年
将重新聚焦于发展国内市
场的贵金属客户。这与公
众对黄金投资意识的提高
以及国内市场对黄金的需
求不断增长是一致的。

“An t am在2 0 2 2年第
一季度的黄金销售量达到
6575公斤，”他说。

关于镍矿部分，Antam
的镍铁产量达5681吨，销

量5660吨。2022年第一季
度的销售额达1.86兆盾，
与2021年第一季度1.23兆
盾比较，增长51%。

关于铝土矿，Antam公
司用作生产化学级氧化
铝（CGA）原料的铝土矿
产量，以及向第三方销售
的总量达46.9332万湿公
吨（wmt），使铝土矿总

销量达到10.2373万湿公
吨。

同时，20 2 2年第一季
的 度 氧 化 铝 产 量 为 3 万
3 8 3 0吨，与去年同期的
1万 5 3 1 5吨比较，增长
121%。氧化铝产品销量
达34822吨，与2021年第
一季度34314吨比较相对
稳定。(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北苏省政府与 I n e r c o 
Global Int’l公司和鹿特
丹国际港合作，发展比
通港作为将来的国际港
口枢纽。

Inerco Global Int’l
公司首席执行官Hendrik 
Kawilarang Luntungan在
雅加达发布书面声明表
示：“Inerco Global In�Inerco Global In�
ternational公司和鹿特丹
国际港正与北苏省政府
合作进行勘探。”

他 与 鹿 特 丹 国 际 港
务局局长Rene Van Der 
Plas受到北苏省省长Olly 
Dondokambey的邀请，
投资开发比通港。

他解释说，北苏省省
长讨论有关投资建设比
通国际综合枢纽港和工
业区的问题。

他说，目前可行性研
究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因 此 ， 鹿 特 丹 国 际 港
务局局长Rene Van Der 
P l a s直接来比通观看地
点。

“这项合作是北苏省
省长Olly Dondokambey
的 倡 议 和 作 用 下 进 行
的，他积极在世界舞台
上推介北苏省地区，”
他阐述。

众所周知，鹿特丹是
欧洲国家进出口的最大
港口和入境点。

与此同时， I n e r c o 
Global International公司
和鹿特丹港口已经合作
两年，通过世界上最大
的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的支持，对
比通国际港口枢纽建设
进行可行性研究。(vn)

PTBA公司于2022年首季 

净利达2.28兆盾同比飙升355%

国营矿企Antam今年首季

获利润1.47万亿盾同比增长132%

周一（19月1日），一名官员在雅加达展示PT Antam生产
的金条。

我国与加拿大讨论加强合作

以促进经济复苏

我国贸易部长Muhammad Lutfi
邀加拿大加强与我国合作。

Kadin促国营化肥公司锦石石化

寻找新肥料原料供应国

北苏省政府与Inerco-Rotterdam Port合作

发展比通港成为国际港口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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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570.50	 14720.50	

新币	 SGD	 10573.50	 10693.50	

港币	 HKD	 1845.79	 1885.79	

日元	 JPY	 113.14	 116.74	

欧元	 EUR	 15381.05	 15641.05	

澳元	 AUD	 10265.13	 10505.13	

英镑	 GBP	 18265.46	 18465.46	

人民币	 CNY	 2166.29	 2216.29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May	23.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96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6772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现汇FOREIGN	
CURRENCY 买进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495.18

	 	

AUD	 10303.29	 10414.21

CNY	 2183.53	 2208.12

EUR	 15420.66	 15581.53

GBP	 18202.53	 18395.79

HKD	 1858.76	 1877.46

JPY	 113.89	 115.07

SGD	 10583.07	 10695.64

USD	 14587.70	 14734.31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5月23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840.78	 -1.12

	 1002.57	 -1.24

	 591.02	 -1.24

	 1646.78	 -0.29

	 1331.21	 -0.8

	 1242.89	 -1.19

	 688.24	 -1.31

	 916.11	 0.33

	 1526.11	 2.33

	 1479.54	 -1.16

	 704.89	 -0.09

	 7729.94	 -1.73

	 914.13	 -0.9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黄金行情
5月23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350.000	盾卖出	 4.69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700.000	盾卖出		 9.33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001.52		 涨	 262.49

韩国综合	 2647.38		 涨	 8.09

香港恒生	 20470.06		 跌	 247.18

上海综合	 3146.86		 涨	 0.29

欧股

英国FTSE	 7438.50		 涨	 48.52

德国DAX	 14045.22		 涨	 63.31

法国CAC	 6272.53		 跌	 12.71

荷兰AEX	 686.41		 涨	 3.45	

Http://tw.stock.yahoo.com	23/5/2022	16:49

美股

道琼工业	 31261.90		 涨	 8.80

那斯达克	 11354.62		 跌	 33.88

S&P	500	 3901.36		 涨	 0.57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5/21

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5月23日

	 1	 DSSA	 41300	 38425	 -2875	 -6,96%	 1700	 66302
	 2	 SUPR	 48950	 48000	 -950	 -1,94%	 300	 14495
	 3	 AALI	 12925	 12325	 -600	 -4,64%	 3199800	 40417992
	 4	 ARTO	 8375	 7800	 -575	 -6,87%	 24696500	 200402417
	 5	 TGKA	 8300	 7750	 -550	 -6,63%	 4000	 31437
	 6	 DCII	 37450	 37000	 -450	 -1,20%	 1300	 48220
	 7	 ISAT	 5650	 5275	 -375	 -6,64%	 9649500	 51855060
	 8	 BEBS	 4750	 4420	 -330	 -6,95%	 62796400	 280220839
	 9	 STTP	 7675	 7350	 -325	 -4,23%	 2200	 16655
	10	 HEXA	 6375	 6125	 -250	 -3,92%	 614100	 3838502500

	 1	 BYAN	 46450	 52275	 5825	 12,54%	 153800	 7532122
	 2	 NFCX	 6725	 8000	 1275	 18,96%	 1108300	 8554442
	 3	 TFAS	 4290	 4880	 590	 13,75%	 195000	 919927
	 4	 MLBI	 9225	 9800	 575	 6,23%	 220700	 2106742
	 5	 INDR	 8275	 8800	 525	 6,34%	 291800	 2476087
	 6	 EDGE	 18750	 19200	 450	 2,40%	 5700	 108997
	 7	 TCID	 5000	 5425	 425	 8,50%	 32800	 170562
	 8	 PANI	 4800	 5175	 375	 7,81%	 203700	 1031832
	 9	 MAPA	 2980	 3240	 260	 8,72%	 1130300	 3548445
	10	 CTBN	 2400	 2650	 250	 10,42%	 300	 755

【本报讯】周一（23/5）综合股价指数
（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
综指下落76.44点或-1.10%，至6814.70
点 。 但 在 下 午 收 盘 时 ， 却 下 落 7 7 . 3 7
或-1.12%，报收于6840.775点。	 LQ-45
指数下落12.61点或-1.24%，报1002.567
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上升
262.49点或0.98%，报27001.52；香港指
数下落247.18点或-1.19%，报20470.06
；上海指数上升0.2 9点或0. 0 0 9%，报
31 4 6 . 8 6；海峡时报指数下落21 . 0 6点
或-0.65%，报3219.52。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
总共发143万8741次，有198亿5094万5437
份股票易手，总值14兆6974亿7332万3397
盾。涨价的股有251种，落价的股有288
种，250份持平。外资净购1552亿4000万
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 Y A N（ B a y a n能
源公司股）涨价582 5盾，现价5万22 7 5
盾；NFCX（NFC	 Indonesia股）涨价1275
盾，现价8000盾；TFAS（Telefast	 Indone-
sia股）涨价590盾，现价4880盾；MLBI（
星牌啤酒股）涨价575盾，现价980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DSSA（Dian	 Sw-
as t a t i k a股）落价2875盾，现价3万8425
盾；SUPR（Solusi	 Tunas	 Pratama股）落
价950盾，现价4万8000盾；AALI（阿斯
特拉农产股）落价600盾，现价1万2325
盾；ARTO(Jago银行股)落价575盾，现价
7800盾。

盾币贬值4盾
周一，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J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665盾中间价结束，比先
前价值14661盾，盾币贬值4盾。（asp）

综指下落77点至6840.775点

1美元兑14665盾

2 0 2 2年3月份西爪
哇和万丹地方建设银
行（BJB银行/PT	 Bank	
Pembangunan	 Daerah	
Jawa	Barat	dan	Banten	
Tbk)	 的综合资产增长
16.6%，达167.4	 兆
盾。BJB银行董事总经
理Yuddy	 Renaldi	 表
示，这一增长与该银
行的融资一致。

Yud d y日前说：“
该 银 行 发 放 的 融 资
达105.1	 兆盾增长	
8.3%	 或高于我国银
行业的增长。贷款质
量保持良好，不良贷
款率从	1.4%	下降到	
1.2%”。

即使是西爪哇省政
府拥有的该银行也能
够获得利润7380	 亿
盾，同比增长	 28.6%
。其中之一是由于收
费收入的增加，也同
比增长43.7%达	 3720	
亿盾。

此外，截达	 2022	
年 3月，第三方存款
者 资 金 也 同 比 增 长	
15.9%	 达128.3	 兆
盾，或高于银行业的
增长。这一增长受到
储蓄存款、经常账户
和定期存款增加的支
持。

东爪哇地方建设银
行（PT	 Bank	 Pem-

bangunan	Daerah	Jawa	
Timur	 Tbk/Bank	 Ja-
t im)也在年初表现出
色。2022	 年首季度，
资产增长	 17.85%达
105.65	兆盾。

东 爪 哇 地 方 建 设
银行董事总经理Bus-
rul	 Iman称，显着的
增长表明	 该银行的公
众信任度有所提高。
此外，发放的贷款达
42.31兆盾，同比增长
1.38%。

他 解 释 说 ： “ 中
小微型企业部门的贷
款是增长的最大贡献
者，同比增长	 8.44%
达	7.58	兆盾”。

今 年 ， 该 银 行 将
继续开发数字银行服
务，让客户和公众更
容易进行银行交易。
这样，JConnect	 Mo-
bile	和	JConnect	网上
银行用户的交易量和
数量将会增加。

这 伴 随 着 银 行 交
易安全性的提高，使
客户仍然感到安全和
舒适。甚达该银行与	
Telkomsel	合作以加强
客户数据的安全性，
尤其是在	 JConnect	
Mobile	应用程序中。

与此同时，随着冠
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的改善情况，
雅京银行（Bank	DKI）
也继续保持积极的表
现。截达	 2022	 年	 3	
月，该银行的资产同
比增长	 27.7%	 达	
71.13	兆盾。

雅 京 银 行 财 务 与
战略经理Romy	 Wi-
jayanto	 解释说，2022	
年首季度该银行的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
34.32%达57.74	 兆
盾，该增长已推动该
银行总资产的增长。

不仅如此，贷款的
发放达38.3	 兆盾，即

同比增长	 13.70%，
这也支持该增长。特
别是在中小微型企业
领域，该领域在2022	
年首季度增长26.1%	
达1.77	兆盾。

与此同时，消费板
块同比增长	 12.8%	
达	15.3	兆盾。	2022	
年3月，商业部门增长	
19.6%	 达	 14.45	 兆
盾，伊斯兰教法融资
部门也增长	6.5%	达	
6.32	兆盾。

以下是2022	 年首
季度资产最大的	 BPD
包括：	 1.	 BJB银行
达167.4	 兆盾	 、2.	
东爪哇银行达10 5 . 6	
兆盾、3.中爪哇银行
（Bank	 Jateng）达
77.9	 兆盾，4.	 雅
京银行达71.1	 兆盾	
、 5 . 北 苏 门 答 腊 银
行（	 Bank	 Sumat-
ra	 Utara）达40.6	 兆
盾。（asp）

【Kontan网雅加达讯】尽管大流行

状况仍在缓慢恢复，但地方建设银行

（BPD）的资产价值仍在继续上涨。

这一增长与每家银行的业务和贷款增

长一致。

印尼资产最多的五家地方建设银行

简讯

FED须及早研控现政的潜在副作用
国际金价创一周半新高

因 美 指 创 5 月 5 日 以 来 新 低 至
102 . 5 5，投资者愈发担忧美联储
加速升息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
击，周一(5月23日)，国际金价创一
周半新高至1858.05美元盎司。

北 京 时 间 1 5 : 3 1 ， 现 货 黄 金
上涨0 . 6 0%至1 8 5 6 . 3 8美元/盎
司 ； C O M E X 期 金 主 力 合 约 上 涨
0.68%至1854.8美元/盎司；美元指
数下跌0.41%至102.61。

NYMEX原油料升破112.51美元
因美国燃料需求增加且供应紧

张。此外，美元小幅走软也支撑市
场，因为这使得原油对持有其他货
币的买家来说更便宜。NYMEX原油
料升破112.51美元，周一(5月23日)
，国际油价上涨。

北 京 时 间 1 6 : 0 7 ， N Y M E X 原
油期货上涨1 . 0 4%至 1 1 1 . 4 3美
元/桶； I C E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1.19%至113.89美元/桶。

【商报雅加达讯】
PT	 Charoen	 Pokphand	
Indonesia	Tbk	(股代号
CPIN)	 将从	 2021	 财
年赚取的净利中派发现
金股息。周一（23/5
）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
上，股东批准派发现金
股息1	.77	兆盾或每股
108盾。

CPIN董事总经理	Tjiu	
Thomas	 Effendy称，派
发的股息金额为当年利
润的	48.91%。

他说：“该公司将
派发现金股息每股108
盾，即本年度利润的
48 . 9 1%，共计1. 7 7
兆盾”。

去年，该公司录得
利润	3.61	兆盾，比去
年同期的3.84	 兆盾下
降	5.9%。

当时，Thomas	 还表
示，该公司的家禽发行
人为	2022	年分配资本
支出约	 2.5	 兆盾，比
2021	年的	3.1	兆盾有
所下降。

大部分资本支出将
用于增加家禽产品加工
业务部门的产能。分配
的资本支出价值达1.25	
兆盾或占准备总预算的	
50%。

“ 为 什 么 我 们 将	
50%	 的食物分配给食
品，因为饲料厂和家禽

养殖场的产能仍然是安
全的。我们现在要追求
的是屠宰鸡肉和加工即
食加工产品的能力。”

与此同时，牲畜饲
料和家禽养殖业务部
门分别获得了准备资
本支出总额的	30%	和	
20%。Thomas说，饲
料和牲畜部门的大部
分资本支出是维护，
以保持生产设备处于
最佳状态。

Thomas解释说，该
公司正试图将内部资金
用于资本支出。众所周
知，2021年该公司获得
的净利达3.61	兆盾。

“我们的利润为	3.6	

CPIN派发现金股息1.77兆盾

图为周一（23/5），PT Charoen Pokphand Indonesia 
Tbk (CPIN) 董事总经理Tjiu Thomas Effendy（中）与
董事 经理Eddy Dharmawan（左）、董事 经理Ong 
Mei Sian（左二）、监事 Suparman S.（右二）和董
事经理 Jemmy 在雅加达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后交
谈。（商报/Muhammad Maan摄）

兆盾，此外我们还有折
旧和摊销，因此我们的
调整后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EBITDA）资金

在	 4.5	 兆盾至	 5	 兆
盾左右。我们仍在尝试
利用公司的内部资金来
源。”	(asp译)

图为周一（23/5），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Panin 
Dai-ichi Life）销售主管Sutrisno Ho（左二），由
Balikpapan Indah分行财富关系经理Widyastuti（左）
、Balikpapan 分公司经理 Hennitta Mursalim（右二）与
商业银行经理Teofilus Candra（右）陪同，在东加里
曼丹省，巴厘巴板市（Balikpapan），直接向客户继
承人提交总价值超过 77 亿盾的索赔。 此索赔是
泛印寿险公司的高级人寿保险产品的利益之一，可
以通过最近的泛印银行（Bank Panin）分行获得，即 
Panin Premier Protection 以及附加人寿保险和父母人寿
保险的额外利益。（商报/Hermawan摄）

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支付索赔77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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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ka Gas Industri公
司的毛利达到2961.3亿
盾，比2021年首季提高
0 . 2%。另一方面，年
度利润为45 8 . 1亿盾，
比202 1年3月31日达到
514.8亿盾下降11%。

Aneka Gas Industri公司
总经理拉赫玛德.哈梭诺
（Rachmat Harsono）称，
今年首季，AGII公司已看
出全国经济大有进步和工
业也全面恢复。“客户领
域需求，如消费品、零售
和制造业大幅的提高，因
为我们已积极主动的成为
国家工业化活动最信赖的
合伙者地位。”

虽 然 以 上 变 化 已 很
好，AGII公司仍明智的决
定活动计划。AGII公司看
出新冠肺炎蔓延之后正常

化和混合产品有些变化，
将暂时对利润率形成一点
压力，但AGII公司经理部
将通过优势运作、优化资
金成本和战略性工程，经
营管理业务。

除此之外，AGII公司也
仍充满活力决定策略增长
和将持续保持良好多样化
的业务投资组合。“总的
来说，我们乐观有能力，
能成功达到今年定下的业
绩指标。”

2022年首季，AGI I公
司已荣获2022年数码科
技奖（Digitech Award）
的2项奖状，首奖是The 
Best Transformation & 
Digital Innovation，那是
AGII公司通过商业数码程
序的大规模转型。

第2项奖是个人提名，

在这方面，身为AGII公司
总经理的拉赫玛德.哈梭
诺获得企业数字化与转
型的最佳CEO奖。

2022年首季，AGI I公
司看出大部分增长是受
到客户领域的推动，如
消费品、基础设施、零
售和再造业等。

这与AGI I公司定下指
标，在疫情后全国经济
恢复期的高增长领域一
致。AGII公司的商业格式

是经营管理多样化的客
户基础，使该公司能在
不同的经济状况下保持
良好业绩。

截 至 2 0 2 2 年 3 月 3 1
日，AGII公司总资产共计
7.95兆盾，比2021年12月
31日的8.16兆盾降低2.6%
，这大部分是因为AGII公
司已成功在2021年进行再
融资活动，偿还2022年3月
到期的债券和伊斯兰债券
（sukuk）。（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食品原料生产商，Sek a r 
L a u t ( S K L T )公司定下指

标，今年销售增长10%，
该公司已准备数项商业策
略，俾能积极推动销售。

其中是聚焦于现有的市
场份额，跟随民众在疫情
形势的消费方式，即网上
销售。“以致，我们的产
品仍能方便全国消费者购
买和消费。”

但是，Sekar Laut公司
也看出，今年仍将面对
的困难，即受到疫情的影
响，使全球性经济情况和
国内经济形势下降。“但
这并不能遏制经理部一致
和可持续销售，以致，能
够保持良好的业绩。”

2 0 2 2 年 首 季 ， 根 据
Sekar Laut公司记载，净收
入达到3613.5亿盾，该数
目比2021年同期的3367.2
亿盾提高7.31%。

Sekar Laut公司自产品
销售的收入，其中394.3
亿盾来自出口和142 1 . 7
亿盾来自国内销售。接
下来，还有商品销售的收
入，包含出口销售和国内
销售分别为7. 5 6亿盾和
1811.6亿盾。

净 收 入 增 长 也 推 动
Sekar Laut公司收入成本
提高成为2681.4亿盾，或
比2021年首季的2514.4亿
盾提高6.64%。

Sekar Laut公司对保持久已
驰名的国际质量标准产品抱
着乐观态度。“随着民众需
求提高，食品市场将越来越
大，未来几年，经理部预测
销售增长10%。” （sl）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Pizza Hut快餐店管理者
Sarimelati Kencana(PZZA)
公司，在2022年期间不断
扩展业务。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
秘书Sulistyomo称，2021
年1 2月3 1日，在我国的
Pizza Hut快餐店共有540
家。截至20 2 2年1月至4
月，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在我国各城市增设22家
Pizza Hut新店。目前Pizza 
Hut快餐店共有562家。

甚至， 4月成为 S a r -
imelati Kencana公司最忙
的时刻，因为有8家Pizza 
Hut刚开业。

这8家新店位于P i z z a 
Hut Ternate、Pizza Hut 
Merauke、Pizza Hut Mar-
tadinata Ciputat、Pizza 
Hut Waru Sidoarjo、Pizza 
Hut Lahat、Pizza Hut Pa-
dang Sidempuan、泗水PHD 
Rungkut，和茂物PHD Ci-
teureup。“目前我们已开
始扩展到我国二线城市，
不仅是大城市。”

他补充说，Sar ime l a t i 
K e n c a n a 公司扩展到小
城市没有遇到挑战。反
而，Pizza Hut出现从各地
方政府获得积极的欢迎，
尤其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首次开业的地区。

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确保迄今开发的P i z z a 
H u t新店99%是独立快餐
店，或不设在购物商场
内。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已计划该事项。

基本上，独立分店或在
购物商场内有各个优点。
在商场的Pizza Hut分店当
然有利，因为在商场有许
多访客，虽然在另一方面
竞争更激烈，因为在商场
有一些相同餐厅。“独立
分店更有效，因为没有商
场服务成本。”

2022年首季

AGII总销额达6825.7亿盾

AGII公司的生产设施。

【Kontan雅加达讯】Aneka Gas Industri（ 

AGII ）公司已公布2022年首季的综合财务

报告。总销售额达到6825.7亿盾，比去年

同期提高6.2%。

SKLT公司定下指标今年销售增长10%

Sekar Laut公司定下指标，今年销售增长10%。

截至今年4月PZZA公司已增设22家新店

图为德博的一家Pizza Hut快餐店。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购物中心租赁者和零售
商协会（Hippindo）乐观
表示，20 2 2年，现代化
零售业销售已开始恢复正
常，这是因为政府开始把
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
转为地方性流行病（en-
demi）。

印 尼 购 物 中 心 租 赁
者和零售商协会咨询委
员 会 主 席 韩 多 科 . 善 多
梭（Handaka Santoso）
称，如果能控制新冠疫情
（covid-19），新冠疫情
病例逐渐缓解和政府逐步
发布放松政策，则零售业
销售将开始恢复。

他希望，零售业能再恢
复到2019年，还未发生新
冠疫情前的情况。“如果
今年第2季已能稳定，我
们深信2022年将提高10%
。”

他声称，在疫情蔓延期
间，民众向零售业购物趋
势起了变化。其中提高的
销售，是家居装饰、美容
健康和运动用品。

然后，他预测，民众
向现代化零售业的访问率

比2019年发生新冠疫情之
前更高。“希望开始正常
的情形，我们能期望消费
者的访问率能比2019年更
高，大约10%至20%。” 

根据印尼央行（BI）数
据，预测2022年4月的零
售业绩环比提高，这可从
2022年4月的实际销售指
数（IPR）219.3或环比增
长6.8%看出。

提高业务发生于大部
分的组合，特别是信息和
通讯设备，食品、饮料和
烟草，以及衣物分组合。
该提高与斋戒月（ R a -
m a d a n ）和邻近开斋节
（Lebaran）的民众经济活
动同步

除此之外，2022年3月
期间，根据零售业销售调
查结果显示零售业绩提高
迹象。这可从2022年3月
的实际销售指数205.3或
增长2.6%看出，环比2月
负数增长4.5%更高。

几乎所有的零售组合都
出现提高迹象，尤其是零
部件和装饰品组合、其它
家居用品，以及衣物分组
合。 （sl）

零售业乐观表示

今年销售将恢复正常

预测2022年现代化零售业销售开始恢复正常。

Sarimelati Kenca-
n a公司确保将在今年剩
下 的 时 间 内 持 续 开 设
Pizza Hut新店计划。何
况，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今年从3000亿盾资本支
出仅使用大约20%。这意
味着，Sarimelati Kencana
公司将继续投资为增设新
店。

另一方面，他没有谈及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在
开斋节期间的销售额，因
为Sarimelati Kencana公司
财务报告还没有完成。

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深信在开斋节契机之
后仍有机会增加销售表
现。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将准备数项产品推销计
划，希望可以吸引客户的

兴趣。“我们乐观我们的
产品和计划可以被民众接
收。”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
预计2022年全年可以获得
销售额约为3.4兆盾。另一

方面，Sarimelati Kencana
公司仍考虑净利指标。

最近，增值税提高11%
，导致产品原料价格或从
供应商的其他产品需求也
提高。(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销售、分销和租赁机动车
企业，Mitra Pinasthika 
Mustika(MPMX)公司乐观
表示，可以达到今年商务
指标。

截至今年首季，Mi t r a 
Pinasthika Mustika公司
业绩仍随着收入增长大约
10%至15%。Mitra Pi-
nasthika Mustika公司经
理Beatrice Kartika称，“
我们仍表乐观保持今年指
标。这意味着收入指标仍
是15%。”

截至今年首季，MPMX
公司每个行业的业绩显示
相当好的表现。虽然如
此，MPMX公司净收入微
降，从2021年首季3.22兆
盾成为3.11兆盾。

从底线方面，M P M X
公司获得利润145 6 . 1亿
盾。该利润比2021年首季
1199.2亿盾提高21.42%。

据她说，在分销和零售
商务部门的业绩微降。因
为在今年首季摩托车供应
量减少。“虽然如此，我
们预计这将于2022年第二
季末恢复正常。”

虽然如此，MPMX公司
其他商务部门仍获积极的
业绩。他说，交通业务部
门，现有的租用汽车同比
增加7%成为大约122 0 0
辆，利用率达到95%。 

另一方面，仍在交通
部门，二手车销售成为
MPMX公司2022年初的主

要业绩推动者。截至2022
年首季，二手车销量同比
增加16%，以外部单位贡
献提高8%成为22%。

“除了二手车销售毛利
润率显著提高从21%成为
31%，对MPM Rent整体
商务利润率提升。”

M P M X 公 司 保 险 业
务 部 门 显 示 稳 定 的 业
绩。MPMX公司记载净收
入同比提高8%成为大约
730亿盾。这是因为毛保
险费提高。“毛利也提高
15%，以毛利润率从62%
成为66%，因为产品多样
化更有利润。”

JACCS MPMF对Mi-
tra Pinasthika公司贡献
很大。因为新融资总额显
著增加。新融资同比提升
59%成为大约1.1兆盾。

为 达 今 年 商 务 指
标 ， M P M X 公 司 将 设
法 增 加 每 个 行 业 的 表
现。MPMX公司合并总收
入的90%来自于零售分销
和售后部门。而交通和保
险部门分别贡献8%和2%
。

为此，MPMX公司将设
法提高他们在零售分销和
售后部门之外的商务业
绩。以致未来从各个部门
的贡献可以更相称。“此
外，MPMX公司仍寻找新
商务以便对公司收入有更
大贡献。”MPMX公司将
持续在每个行业进行数字
转型提高业绩。 (lcm)

MPMX公司表乐观

今年收入可提高15%

MPMX子公司正在分配和销售本田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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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5月20日），来自伊斯
兰教宗教团体Per i s a i的阿卜杜尔
支持者在雅加达新加坡大使馆前
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新加坡大使
公开道歉，不然扬言要赶走新加
坡大使。

周六（5月21日），美都查雅警
察厅公关主任朱尔潘对媒体称，大
使是由一个国家派驻在他国的最高

一级的外交代表，代表本国的元
首，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强行将
他国大使赶走是违法行为，这种事
不能发生，呼吁阿卜杜尔支持者遵
循法律。

周 日 （ 5 月 2 2 日 ) ， 示 威领
导 人 穆 罕 默 德 · 斯纳纳塔对媒
体记者称，我们遵循这个国家的法
律，只是对所提出要求没有得到

回应表示不满，还声称将举行更
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阿卜杜尔·索马德如过街老
鼠，曾经被多个国家和地区拒绝
入境。

此前，新加坡内政部已发表声
明，拒绝阿卜杜尔·索马德入境的
原因是其总是传播宗教极端主义
和煽动社会矛盾，新加坡这个多
元种族社会是不能接受的。“例
如，阿卜杜尔声称在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冲突中自杀式袭击是被允许
的，被认为是 ‘圣战’。”

新加坡政府也称阿卜杜尔·
索马德曾经发言贬低其他宗教比如
基督教，其称十字架是“卡菲尔”
（kafir）灵魂的住处。“卡菲尔”
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称呼，
含有侮慢的成分。

此外，阿卜杜尔也曾经在公众
面前称除了伊斯兰教徒，其他宗教
徒都是 “卡菲尔”。这对有着多
元种族文化的新加坡是完全不能
接受的。新加坡怎么可能让这种
人进来。(cx)

【尖米士讯】上周六
（5月21日）下午5时许，
西爪哇尖米士县巴努姆邦
安镇一辆满载60个乘客的
旅游巴士遇车祸，造成4
个人死亡和24个人受伤。
所有乘客都来自万丹省丹
格朗。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
尖米士县警察局局长托
尼·帕拉斯缇奥称，这起
致命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结
果显示事故可能是旅游巴
士刹车失灵所致。目前警

方正在调查是否因过失而
发生交通事故。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该辆
旅游巴士驾驶员的下落，
其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
场。旅游巴士公司告诉警
方称驾驶员因为害怕被民
众动用私刑而逃走。

这辆旅游巴士满载刚从
尖米士县潘查鲁地区游玩回
来的旅游团。律师巴士在斜
路上突然刹车失灵，撞上前
方的多辆机动车，再撞上房
子才停下来。(cx)

【多吉崖讯】周日（5
月2 2日）晚上，巴布亚
省多吉崖县民房和店铺被
身份不明人士故意纵火烧
毁，现在有超过100名妇
女和儿童被迫逃到警方和
军方哨所避难。

周一（5月23日），多
吉崖县警察局局长邦庞·
苏朗格诺在查亚普拉市告
诉安塔拉通讯社，周日晚
上至周一凌晨三个地方的
确有发生民房被故意纵火
事件，居民都逃到警方和

军方哨所避难。是什么人
干的尚不清楚。

邦庞说：“这些人是想
要放火烧集市未遂，于是
把目标转向民房。”

那些人打算到其他地方
纵火，甚至警察局也成为
目标。多吉崖县警方已经
求助支援。

据邦庞称，伊克波、
基 米铺吉和埃基玛尼达
村有2 0间民房被纵火烧
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cx)

【明古鲁讯】明古鲁省
北明古鲁县埃尔戛-玛克
姆尔镇一名36岁家庭主妇
沦为运送冰毒的马仔被当
场擒获。

周日（5月22日），明
古鲁省警察厅公关主任苏
达尔诺告诉媒体，4月27
日下午涉案女子在埃尔
戛-玛克姆尔镇古农阿拉
姆村一条街上被抓到。

警方接到居民报警，称
该女子是运毒者，警方立
即展开调查并将其抓，从
其包包和钱包里发现许多
小包冰毒。

该女子的行为触犯禁毒
法，最低将面临4年监禁
和最高无期徒刑。

经调查后，发现那些冰
毒是一名现在监狱服刑的
囚犯的。(cx)

简直是无理取闹！

阿卜杜尔·索马德支持者竟要求新加坡道歉

阿卜杜尔·索马德的支持者们在雅加达新加坡大使馆前示威抗议。
（图片来源于点滴新闻网）

【雅加达讯】简直是无理取闹，印尼一名伊斯兰传教士阿卜杜尔·索马德的支持者因不

满其偶像被新加坡拒绝入境，不但在网上攻击该国政府高官社交网络账号，还在新加坡驻

印尼雅加达大使馆前示威抗议，还声称新加披大使若在48小时内不道歉就要将其赶走。

巴布亚多吉崖县有人故意纵火烧民房

上百妇儿被迫逃到哨所避难

巴布亚省多吉崖县多间民房被身份不明人士纵火烧毁。
（图片来源于安塔拉通讯社）

【雅加达讯】印尼政府
允许人民在露天场所的时
候可以不用配戴口罩。虽
然如此，苏加诺-哈达国
际机场呼吁乘客遵守防疫
规定，乘客在封闭房间或

是汽车和飞机上仍要配戴
口罩。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高级经理胡力克·姆阿
迪称：“要对自己安全负
责，虽然已经可以不用配

戴口罩，但是呼吁乘客登
机后还是要戴口罩。”

万丹省丹格朗县政府
尚未颁布关于在露天场所
可以不用配戴口罩的县长
条例，丹格朗县秘书称仍

在等待内政部和卫生部的
指示。

迄今，丹格朗县政府仍
处于第二级社区活动限制
状态，民众在户外活动时
仍要遵守防疫规定。(cx)

苏哈国际机场呼吁乘客仍要配戴口罩

【 雅 加 达 讯 】 国 际
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
（Formula E）将于6月4
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大
多数门票都被外籍人士买
走，门票价格为每张25万
至1000万盾。

周日（5月22日），雅加
达首都特区议会议员沙里夫
告诉媒体，VIP门票都被外
籍人士买光了，这很正常，
因为他们是赛车爱好者。

他说：“为什么购买门
票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这是因为国际汽联电动方
程式锦标赛对国内的人来
说是新鲜事，再加上促销
活动不足。”

虽然如此，沙里夫称门票
是在赛道完工之后开始发售
的。他称将于6月4日与家
人一起观看国际汽联电动
方程式锦标赛，购买的门
票价格为75万盾。(cx)

雅加达Formula E赛车门票购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

【查亚普拉讯】上周
三，印尼国民军驻巴布亚
边防部队再在格鲁姆县
瓦里斯镇树林里发现大麻
田。最近5个月，印尼军
方和警方已经在格鲁姆县
发现两座大麻田。

今 年 年 初 ， 巴 布 亚
省和格鲁姆县警方在格
鲁姆县森吉镇发现大麻
田。周三（5月18日），
边防部队在瓦里斯镇查
亚普拉-瓦梅纳路发现大
麻田。

周 日 （ 5 月 2 2 日 ) ，

格 鲁姆县警察局缉毒组
主任埃米尔·马哈姆德
告诉媒体，该大麻田疑
是由当地居民种植的，
他们同时种植大麻和农
作物。

警方在格鲁姆县森吉镇
发现大麻田，同时抓到一
对夫妻。(cx)

年初至今 巴布亚军方和警方发现两座大麻田

巴布亚边防部队在格鲁姆县
瓦里斯镇发现一座面积400
平方米的大麻田。（图片来
源于罗盘新闻网）

西爪尖米士县致命车祸

疑因涉事旅游巴士刹车失灵所致

上周六，这辆旅游巴士刹车失灵酿车祸，造成4个人死亡和
24个人受伤。（图片来源于安塔拉通讯社）

明古鲁一主妇沦为运毒者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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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21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自5月13日以
来，12个此前未流行猴
痘病毒的国家，已报告

92例猴痘确诊病例和28
例疑似病例，尚未出现死
亡病例。目前，猴痘的确
诊和疑似病例主要来自

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比
利时、加拿大、法国、德
国、意大利、荷兰、瑞典
和美国。

据联合国官网消息，
本轮猴痘疫情的首例确
诊病例由英国报告，经
证实是1名曾前往尼日利
亚的旅行者，但传染源
不明。截至当地时间20
日，英国累计报告猴痘确
诊病例20例。英国《金融
时报》等报道称，猴痘病
毒已在英国形成社区传
播，预计本周感染人数
将大幅上升。根据英国卫
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指导意
见，建议具有最高暴露

风险的猴痘病例密切接
触者自我隔离21天，应
避免与免疫功能低下人
士、孕妇及12岁以下儿
童接触。

目前，西班牙猴痘病
毒传播情况较为紧急，
该国至少8个大区已出现
猴痘疑似或确诊病例。
西班牙马德里大区公共
卫生部门当地时间22日
报告称，该大区已累计
报告70例猴痘疑似或确
诊病例，其中30例经核
酸检测后确诊，所有猴
痘疑似或确诊病例均为
男性。当地卫生部门正
在努力查找猴痘病毒传
播链。

【新华财经】英国5
月房屋要价再次飙升，
因进入市场的新房数量
不足，而非需求强劲。
随 着 生 活 成 本 危 机 加
剧，需求似乎将消退。

房地产网站Rightmove
表示，4月中旬至5月中
旬之间出售的房屋要价
上涨2.1%，创下2014年
以来最大的5月涨幅。
前一个月为上涨1.6%。 
5月房屋要价较上年同
期上升10.2%。该调查
未经季节性因素调整。

该 报 告 与 其他指标
相 呼 应 ， 这 些 指 标 显
示，尽管英国在2 0 2 1
年下半年逐步取消了针
对 房 地 产 购 买 的 临 时
税 收 减 免 ， 但 英 国 房

地产市场在2 0 2 2年上
半 年 保 持 了 大 部 分 势
头 。 但 由 于 高 通 胀 和
税 收 增 加 挤 压 家 庭 预
算，Ri g h tmo v e怀疑房
地产市场能否保持最近
的强势，尽管目前几乎
没有迹象显示价格增长
放缓。

“我们预计，生活成
本上升和利率上升的影
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渗
透到市场中，住房供应
增加和人们权衡自己的负
担能力将有助于缓和市
场。”Ri g h tmo v e董事
总经理Tim Bannister表
示。金融市场预计在今
年年底前英 国 央 行 将
把利率从目前的1%提
高到2%。

因供应不足而非需求强劲 

英国房屋要价大涨

英国5月房屋要价再次飙升，因进入市场的新房数量
不足，而非需求强劲。

世卫组织发布猴痘疫情暴发预警 

已发生人际传播
【中新社】综合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1日发布猴痘疫情暴发预警。世卫组织指出，

现有信息表明，与有症状的猴痘病例发生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中正在发生人际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

【新浪财经】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对俄
乌冲突导致的全球经济分
裂发出警告，称破坏数十
年的一体化将使世界更贫
穷、更危险。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表示，在30多个国家限制
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商
品的贸易后，各国应降低
贸易壁垒，以缓解短缺并
降低价格。

格奥尔基耶娃是在本
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召开前夕，与IMF第一
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
（Gita Gopinath）以及战
略、政策和评估部门负责

人塞伊拉•帕扎尔巴西奥
卢（Ceyla Pazarbasioglu）
在一篇共同撰写的博客文
章中发表上述评论的。

他们表示，各国应使
进口多样化，以确保供
应链安全，并减少因供
应中断而造成的产量损
失。20国集团（G20）还
应改善其处理债务重组的
共同框架，以帮助应对脆
弱性。

他们表示：“各国进
一步解体的代价将是巨大
的。各个收入水平的人都
将受到伤害——从高收入
专业人士和从事出口的中
等收入工厂工人，到依赖
进口食品生存的低收入工

人。更多的人将踏上危险
的旅程，到其他地方寻找
机会。”

IMF的几位官员写道，
跨境支付系统应实现现代

化，各国应共同努力创建
一个处理汇款的公共数字
平台，以降低成本并提高
安全性。他们海说，各国
必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IMF警告乌克兰战争造成全球经济分裂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新浪财经】现代汽
车集团22日宣布2025年前
将在美国追加投资 5 0亿
美元，以加强与美 国 公
司在先进技术方面的合
作，包括机器人技术、城
市空中交通、自动驾驶和

人工智能。
该公司上周五宣布，计

划在美国乔治亚投资55亿
美元建设电动汽车和电池
生产设施。周末宣布的新
投资使其到2025年在美国
的投资总额超过100亿美

元，高于其去年宣布的74
亿美元。

该公司表示，乔治亚
州的新工厂将于2023年初
开工，预计2025年上半年
开始商业生产，年产能为
30万台。现代汽车集团正

在加速其电气化工作，其
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在全
球销售323万辆全电动汽
车。为实现这一目标，集
团计划建立全球电动汽车
生产网络，以确保全球电
动汽车的稳定供应。

现代汽车计划到2025年在美国投资超100亿美元

【新浪财经】印度政
府周末公布了价值 2 6 0
亿美元的抗通胀财政措
施，包括削减燃油税和
进口关税，增加了政府
借贷和债券的压力，以
与央行一道努力抑制物
价压力。

莫迪政府宣布上述举措
之际，由于大宗商品和供
应链冲击，印度通胀率已
攀升至8年高点，同时印
度央行开始近4年来首次
加息。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Rahul 
Bajoria和Sri Virinchi 
Kad iya la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新措施可能在缓解
价格压力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他们还表示，印度
央行可能仍将继续收紧货

币政策。
作为减轻消费者压力计

划的一部分，印度联邦政
府削减了汽油和柴油的零
售税，免除了用于炼钢的
焦煤的进口税，并增加了
对化肥和烹饪用天然气的
补贴。因此而损失的收入
和更高的支出预计会增加
莫迪政府已经实施的创纪
录的借贷计划。

野村控股分析师在一
份报告中写道，新措施
预 计 将 耗 资 2 万 亿 卢 比
（260亿美元），并补充
说，这将使印度本财年
预算赤字占GDP比例从最
初的6. 4%提高到6. 8%
。“财政下滑现在看来是
不可避免的，”野村证券
分析师写道。

【中新社首尔】英国当地时间
22日晚间（韩国当地时间23日凌
晨），效力于英国托特纳姆热刺足
球俱乐部（下称“热刺”）的韩国
足球选手孙兴慜荣获英格兰足球超
级联赛（下称“英超”）金靴奖，
成为首位拿下英超乃至欧洲五大联
赛金靴的亚洲选手。韩国总统尹
锡悦23日向其发贺电。这是尹锡悦
5月10日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向体育

选手发贺电。
在贺电中，尹锡悦表示，孙兴

慜给韩国足坛新苗们带来希望和
骄傲。获颁英超金靴奖不仅是孙兴
慜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亚洲足
坛都值得庆贺的事情。孙兴慜的
获奖给因新冠疫情而经历困境的
韩国国民带来希望，零点球（所
有进球中没有点球）的华丽成绩
更是让韩国国民感到无比自豪。

尹锡悦还对孙兴慜在即将于今
年11月举行的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
现深表期待，并称自己将同韩国国
民一起继续为孙兴慜加油打气。

韩国足球选手孙兴慜获英超金靴 总统尹锡悦发贺电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
民航部门官员日前证实，
沙特一家航空运营商近期
首次实现全部由女性机组
成员执飞一趟航班。按法
新社说法，这成为沙特赋
予女性更多权利的又一里
程碑。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
行由沙特廉价航空运营商
阿迪尔航空公司完成。据
这家航空公司发言人伊马

德·伊斯坎达拉尼介绍，
这趟航班19日从沙特首都
利雅得飞抵红海海滨城市
吉达，7名女性机组成员
绝大部分是沙特籍，只有
机长为外籍。

英国“简易飞行”网
站报道，这趟航班的副
驾驶娅拉·贾恩现年2 3
岁，是沙特最年轻的女飞
行员。她20 1 9年从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飞行院校毕

业，一年前加入阿迪尔航
空公司。

贾恩说：“作为一名想
以自豪步伐引领国家的沙
特女性，这于我是一个自
豪、高兴的时刻……我非
常高兴有机会去实现一些
积极变化。”

沙特官员目前正大力
推动航空业发展，试图
把沙特打造为全球航空
枢纽。沙特民航部门说，

近年来，女性在沙特航空
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2019年，沙特民航部
门宣布实现首趟由女性担
任副驾驶的航班。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近年来推动改
革，主张放宽社会约束，
允许女性独自投宿酒店、
出国旅行，解除对女性开
车、进入电影院和体育场
馆的限制。

沙特首次实现由全女性机组人员执飞航班

【中新社】据乌媒报
道，当地时间22日，乌
克兰决定将战时状态延
长至8月23日。

根据现行法案，乌战
时状态至5月24日结束。
乌克兰独立通讯社22日
消息称，乌克兰最高拉
达（议会）当日投票决
定，将本国战时状态延
长90天至8月23日。

另据乌通社消息，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本
月18日签署延长战时状
态总统令。同日，乌最
高拉达（议会）在官网
上发布了批准总统令的
法案草案。

消 息 称 ， 根 据 总 统
令 ， 乌 克 兰 战 时 状 态
自5月 2 5日 5时 3 0分起
再 延 长 9 0 天 。 此 外 ，

泽连斯基还建议将全国
总 动 员 的 时 间 也 延 长
90天。

乌最高拉达于2月24日
通过关于在乌全境实施
为期30天的战时状态总
统令；3月15日，乌最高
拉达将战时状态延长30
天；4月21日，乌最高拉
达再次将乌战时状态延
长30天。

乌克兰决定战时状态延至8月23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韩国足球选手孙兴慜荣获英格兰
足球超级联赛（下称“英超”) 
金靴奖

印度出台260亿美元抗通胀措施

包括削减燃油税和进口税



5月21日，由福建省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
导，我校主办，我校研
究生院、国际关系学院
承办的2022年福建省“
关·世界”青年学术论
坛在王源兴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论坛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邀请海内外高校的
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共
同探讨“百年变局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我校副校长林宏宇致
开幕辞，鼓励广大青年
学生在“百年变局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
一主题下，深入思考诸
如全人类共同价值、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百年
变局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等更具体的问题，树立
全球问题意识，保持全
球格局视野，勇于针对
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
问题探索实际可行的解
决方案，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贡献智慧和
力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王存刚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
院长陈奕平教授作开幕
式主旨发言。王存刚鼓
励青年学生进一步提升
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

法的能力；陈奕平则对
华侨华人研究进行了回
顾和展望，探讨在百年
变局下的新时代中国面
临的形势与战略选择。

此外，来自厦门大
学、马来亚大学、暨南
大学等高校的20位研
究生在本次论坛下设的
政治学、世界史两个分
论坛进行口头汇报，通
过学术论文的交流，进
行研究思想的交融和碰
撞，实现自身科研水平
的提升和发展。

据了解，我校已成
功举办四届“关·世
界”青年学术论坛，
本届论坛获福建省学

位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的
大力支持，在规模和

水平上较往届大幅提
升，得到与会相关单

位及师生的一致好评。
（华侨大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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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8日，陆
慷大使到任拜会印尼副
总统马鲁夫。

陆大使表示，感谢
副总统对中印尼关系
和两国务实合作的关

心支持。近年来两国经
贸合作持续拓展，双边
贸易额在疫情形势下逆
势提升。中方欢迎印尼
企业借助上海进口博览
会等平台，扩大优质

产品对华出口。我愿
同印尼同事一道，落
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重要共识，推进务实
合作，增进人民了解和
友谊，加强双方在国际

地区事务上的协调与配
合。印尼成功举办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具有
重要意义，中方将全力
支持。

马鲁夫副总统欢迎陆

大使履新。马表示，我
对两国近年经贸等各领
域取得的积极成果感到
高兴，感谢中方助力印
尼打造地区疫苗生产中
心，支持印尼举办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希
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
卫生、人文等领域合
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
发展。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5月17日，陆慷大使
在登巴萨拜会巴厘省省
长考斯特。

考斯特省长欢迎陆大

使来访，高度评价巴厘省
同中国各领域友好交往合
作。考斯特省长表示，当
前巴厘岛疫情形势明显好

转，环境安全稳定，旅游
业正在复苏。感谢中方在
抗疫方面给予的帮助。巴
厘省已为外国游客提供落

地签等便利措施，欢迎中
国游客重返巴厘岛。

陆大使表示，很高兴
时隔多年再次到访巴厘

岛。中国同巴厘省在旅
游、经贸、文化方面交往
密切。一俟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中印尼两国人员交

流必将逐步恢复，相信届
时将有更多中国公民来巴
厘岛旅游。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陆慷大使到任拜会印尼副总统马鲁夫

陆慷大使拜会巴厘省省长考斯特

2022年福建省“关·世界”青年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论坛开幕式现场



宾主在交流会后合影。 交流座谈会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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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9 
日，印尼华裔总会(INTI)
专家委员与班察西拉大学
领导层在该大学法学院大
厅举行了举办一场恳亲交
流座谈会。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
黄德新，班察西拉大学
校长也是INTI专家委员之
一Prof. Dr. Edie Toet 
Hendratno，INTI专家委员

会主席陈清明（Budi S. 
Tanuwibowo）、Prof. Dr. 
Azyumardi Azra、 Prof. 
Dr. Jamal Wiwoho、Dr. 
Sukardi Rinakit、Hussein 
Murad、 Anda Hakim, 
SH、 Sanny Suarli, Rob-
ert Siregar，以及INTI副
总主席Ben Rimba、张锦
泉等出席活动。

此次聚会也反映了国家

在114年的民族觉醒和24
年的改革之后的历程。在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之后，
有些事情需要成为我们的
主要关注点。首先是对于
同胞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已
开始出现了裂痕或至少不
和谐。鉴于团结是印尼国
家实力的主要资本，如果
任其拖延，这可能会成为

一个严重的问题。INTI 和
一些热爱印尼的组织必须
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种，比
如水能够将大石头、小石
头、混凝土铁、水泥和其
他各种建筑材料粘合成坚
固的建筑墙壁。

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
避免事情的发生，即继续
做好无差别伸出爱心之手
的准备，打招呼并真诚保

持联系，提供必要的教育
和培训，鼓励形成制度，
让无论大小，都能安居乐
业。舒适地一起寻找良好
和正确的生计。

第二，我们民族的文
化水平还很低，很容易相
信后真相；第三，优越的
心态和对祖国的热爱还没
有像预期的那样形成。第
四，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问

题。 关键是抱怨这些问
题没有意义，但最重要的
是我们所有人——包括
INTI在内，都必须有参与
解决问题的精神，而不是
互相指责。

交流会上，黄德新总主
席也发表简要讲话，感谢
班察西拉大学诸位领导的
精心安排，让活动得以顺
利进行。（INTI供稿/图）

印尼华裔总会专家委员与班察西拉大学领导层开展恳亲交流

【中新社雅加达2 2日
讯】（记者　林永传）因
新冠疫情取消了两年多的
印尼首都雅加达“无车
日”22日重新开放，该市
闹市区5条繁华街道禁止
机动车进入、成为市民锻
炼、休闲的空间。

贯穿雅加达市中心南
北方向的谭林街至苏迪曼
街，是印尼首都的主干
道。该两条大街边林立着
众多国家机关、商业综合
体和金融大厦，工作日里
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仍
解决不了其堵车的难题。
但在“无车日”，近10公
里长的两条大街上，没有
机动车尾气，代之以人们
挥洒的汗水和闲逛中的欢
声笑语。

始于2002年的雅加达“

无车日”，缘于城市的
拥堵。管理者欲倡导绿色
出行，在每周日6时至11
时，将市中心数条主干道
划为“无车区”，禁止
机动车驶入，专供市民走
路、跑步、骑行锻炼和休
闲。民间艺人、各色商贩
亦借机前往展现手艺、售
卖商品。

近年来，随着中印尼两
国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良好
开展，爱好锻炼身体的中资
企业外派员工日渐成为“无
车日”的常客，他们自发组
成的骑行队、健走队已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
印尼暴发后，“无车日”
很快被取消。

当天“无车日”重新开
放，是印尼疫情持续缓解

印尼疫情持续缓解 雅加达重开“无车日”
的一大标志。本月18日，
该国已取消室外口罩令，
并对完成两剂以上新冠疫
苗接种的国内外旅客，免
于核酸和抗原检测。印尼
卫生部长称这是该国将新
冠肺炎从大流行病向地方

性流行病调降过渡期的一
项举措。

该国官方通报，过去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27例，累计确诊6052590
例；新增死亡3例，累计
死亡156522例。

中资企业骑行队（潘峰 摄） 中新社发 刘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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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说，75年前，
在亚太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殷切期盼中，亚
太经社会在中国上海
应运而生。75载春华秋
实，亚太地区总体保持
和平稳定，区域合作蓬
勃发展，经济实力快速
跃升，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亚太奇迹”。75年
后的今天，百年变局同
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冷
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
主义大行其道，国际秩
序受到严重冲击，亚
太再次站在历史的十
字路口。

王毅表示，亚太的
和平繁荣不仅关乎本地
区命运，更关乎世界未
来。亚太概念不应被稀
释，亚太合作不应受
干扰。要以史为鉴，
锐意进取，携手构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再创

亚太合作新辉煌。
一是毫不动摇维护

和平稳定，坚持维护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旗帜鲜明地拒绝任何将
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
引入亚太的图谋。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安全观，不能把
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
不安全基础之上。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
平方式解决争端，反
对一切在地区渲染紧
张、挑动对立的言行。

二是齐心协力促进
经济发展，维护以世界
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推动建立亚
太自贸区，建设开放型
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
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带
来更多“亚太机遇”。

三是优势互补实现
合作共赢，加强发展政

策对接，深化减贫、粮
食安全、抗疫、绿色发
展、数字经济等领域
务实合作，形成倍增合
力，为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亚太
贡献。

王毅强调，亚太是
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中
国将继续立足亚太、造
福亚太，以实际行动
为亚太长治久安和可
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中国将坚定捍卫亚
太和平，愿同亚太各
国加强对话合作，落实
好全球安全倡议。

王毅指出，中国将
坚定促进亚太发展，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促进亚太
互联互通，维护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愿同各国一道实
施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积
极推进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和《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中

国将坚定参与亚太合
作，以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为契机，助力亚太可
持续发展，适时举办全
球发展高层会议，加大
资金支持力度，推动建
立各方参与的项目库。
中国将坚定支持联合国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会
同亚太经社会成员落实
好《亚太贸易协定》、
泛亚铁路网等重大项目
建设，支持亚太经社
会为促进区域发展发
挥更大作用。

据知，联合国亚太
经社会是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下属五个政府间区
域经济委员会之一，是
联合国在亚太地区设立
的重要政府间综合性经
济社会发展组织。今年
是亚太经社会成立75周
年，其前身亚洲和远东
经济委员会于1947年
在中国上海成立，1974
年更名为亚太经济社会
委员会。本届年会主题
为“推进亚太可持续发
展的共同议程”。

恒指公司推“恒生中国元宇宙指数”
等两项新指数

23日讯，香港恒生指数公司（恒指
公司）23日宣布推出“恒生中国元宇
宙指数”及“恒生沪深港基因及肿瘤学
指数”，为其大趋势指数系列增添新指
数。恒指公司23日在公告中称，“元宇
宙”概念近期引起全球关注并成为新投
资主题，“恒生中国元宇宙指数”趁势
推出，旨在反映涉及与“元宇宙”相关
业务、价值链及发展的中国内地公司之
表现。公告续称，在基因学药品和创新
药日渐发展成为对抗癌症及其他疾病主
流疗法的趋势中，“恒生沪深港基因及
肿瘤学指数”旨在追踪涉及基因或肿瘤
学相关产品研发和服务的公司之表现。
公告指出，以上两项新指数的选股范畴
包括在上海、深圳和香港上市的股票。
恒指公司董事兼指数总监黄伟雄表示，
新兴的大趋势对日常生活带来积极影
响，而新推出的两项大趋势指数旨在帮
助投资者捕捉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可能
涌现的具创新和变革主题的投资机遇。
（中新社）

1-4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23日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3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1-4月份，中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称“软件业”
）运行态势平稳，软件业务收入保持
两位数增长，利润降幅持续收窄。数
据显示，1-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
27735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
长10.8%，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8个百
分点。软件业利润总额2785亿元，同比
下降1.4%，降幅较一季度收窄2.5个百
分点。1-4月份，软件业务出口增长持
续放缓。软件业务出口160亿美元，同
比增长3.6%，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7
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同比增
长20.0%；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下
降13.3%。分领域看，部分软件业细
分领域增长较快。例如在信息技术服务
中，集成电路设计收入797亿元，同比
增长16.3%；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
入2512亿元，同比增长18.8%；工业
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9.4%。
分区域看，中国东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
增长趋稳，西部地区增势突出。1-4月
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3101亿元，
同比增长17.6%，高出全行业整体增速
6.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23100亿元，同比增长9.9%，增
速较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中部地
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1020亿元，同比增
长16.0%，高出全行业整体增速5.2个
百分点。（中新社）

台湾4月失业率3.62% 
官员称疫情冲击或于5月显现

23日讯，台当局有关部门23日公
布，4月失业人数达42.9万，失业率为
3.62%，环比下降0.04个百分点。台行
政当局“主计总处”官员称，比照去年
新冠疫情升温期间经验，今年5月失业率
可能上升。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
等台媒报道，该统计显示，台湾4月因初
次寻职失业者减少2000人，因工作场所
业务紧缩或歇业、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
失业者均减少1000人；1至4月失业人数
平均为43.2万。“主计总处”有关部门
负责人陈惠欣分析，4月人力资源调查
统计的资料标准周为4月10日至16日，当
时每日确诊数约500至1300人。观察各
项指标，因经济因素致周工时未达35小
时的就业人数为23.4万人、较3月增加
3.1万人，月变动情况略微反映本地疫
情升温，减班休息人数增加。展望未来
劳动市场变化，陈惠欣说，需视疫情、
内外经济情势发展，及企业营运用人
需求。5月人力资源调查资料标准周为
5月15日至5月21日，该时段疫情明显趋
严，相关指标是否受影响，将会密切关
注；具体影响仍有待观察。（中新社）

中方谈澳大选：愿同澳大利亚新一届
工党政府一道面向未来

23日讯，针对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
尔巴尼斯领导工党赢得大选，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愿同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
一道，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
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注意
到，阿尔巴尼斯先生领导澳大利亚工党
赢得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方对此表示
祝贺。”汪文斌说。他指出，上世纪七
十年代，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作出同中国
建交的正确抉择，为中澳关系发展作出
历史性贡献。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
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
方愿同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一道，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新社）

王毅：旗帜鲜明地拒绝任何将军事集团

和阵营对抗引入亚太的图谋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3日在广州以视频方式出
席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8届年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新社广州23日讯】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23日在广州以视频

方式出席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8届

年会开幕式并致辞。

【 中 新 社 台 北 2 3
日讯】台湾新冠肺炎
疫情延烧，综合联合
新 闻 网 、 中 时 新 闻
网、ETtoday新闻云等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3
日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66283例，包括
66247例本地病例和36
例境外输入病例，新增
40例死亡病例、有两例
未满五岁。

台湾单日新增确诊
人数在1 9日来到 9 . 3
万例的高峰后连3天缓
降，但数字仍维持高
位，被认为进入“高原
期”。今年以来，台湾
染疫死亡人数累计超过
580人，4月至今就有逾
500位确诊者死亡。

联 合 新 闻 网 报 道
称，截至22日，100名
个案确诊与死亡日期在
同一天(占18%)、77人
确诊隔天死亡(占14%)
，49人死后才确诊(占
9%)，逾四成死亡个案
为确诊后快速死亡以及
来不及确诊。在确诊后
三至五天内死亡的个案
则有23%，意味着五天
内死亡的个案人数占比
达55%。

台 当 局 前 “ 疾 管

局”局长苏益仁指出，
这显示出台湾岛内防
疫体系、医疗体系均
出问题，如果不能及时
补救，死亡人数恐再飙
升。台湾目前还出现就
医通道堵塞、医疗量能
逐渐不足、照顾品质变
差等困境。

他分析，最前端快
筛阳性者排队做核酸采
检，可能得等3、4天才
有结果，但年长者没能
及时用药，状况就会变
得很棘手，以致确诊和
死亡时间靠得很近。

近期疫情有多例幼
龄感染者并发重症。台
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
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罗一钧23日表示，目前
儿童重症累计14例，年
龄介于八个月至十岁，
其中六例为脑炎，有三
例死亡。

据报道，台北市市
长柯文哲22日的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另据
介绍，台北市政府共计
4865人确诊新冠，已接
近市政府公职人员总数
三分之一，确诊人数最
多的三个单位分别是市
环保局、市立联合医院
和大众捷运公司。

台湾新增40例新冠死亡病例 

其中两例未满五岁

大批台北市民众在周末假日去市场采买。（资料图）

【中新社香港5月23
日电】为庆祝香港特区
成立25周年，特区政府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
称“康文署”）从5月
起至年底将举办丰富的
文化艺术和康体活动，
让市民共庆香港回归25
周年。

康文署23日公布，
康文署辖下博物馆5月
起将有多个香港赛马会
呈献系列及大型展览陆
续登场，其中包括：油
街实现新艺术空间展出
立体数码影像（亦称裸
眼3D）作品及融入艺
术和科技的装置、“八
大‧寻龙记”珍贵恐龙
化石标本展览、呈献敦
煌石窟艺术文化的“敦
煌——千载情缘的故

事”展览、展示意大利
巴洛克时期经典画作
的“走进巴洛克——卡
波迪蒙特博物馆珍藏
展”、让观众通过现代
科技走进古代山水画世
界的“想识‧赏析中国
山水画”，以及呈现中
国历代女性特质和起居
生活的“众里寻她——
南京博物院藏中国古代
女性文物展”。

康文署还携手私营
机构K11、嘉里集团及
信和集团呈献“艺术＠
维港”，在维多利亚港
两岸设置多组户外艺术
装置作品及大屏幕数码
影像。

除大型展览外，康文
署为市民带来精彩的表演
节目，包括粤剧节目、香

港芭蕾舞团改编自经典童
话的《仙履奇缘》、国际
综艺合家欢等。

据悉，康文署将于
6月至10月期间推出“
花悦满城”计划，在香
港各区共48个主要地点
及公园进行园景美化工
作，包括设置色彩缤纷
的花海、花墙、主题园
圃以及美化路旁园地，
种植具观赏价值的花卉
和特色植物，以美化城
市景观。

康文署还邀请插画
师以庆祝活动为题材设
计儿童康乐棋棋盘，并
把棋盘设计制作成地画
贴纸，从6月中起陆续
张贴在康文署辖下9个
康乐及文化场地供市民
娱乐。

【中新社香港23日讯】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统计处）23日公布
数据，2022年4月整体
消费物价较去年同期上
升1.3%，较3月的相应
升幅（1.7%）有所回
落。剔除所有政府一次
性纾困措施的影响，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
4月份的按年升幅（
即 基 本 通 胀 率 ） 为
1 . 6%，亦低于上月
1.7%的升幅。

对此，特区政府发
言人表示，4月基本消
费物价通胀率轻微下
跌至1.6%。受惠新鲜
蔬菜供应转趋稳定，
基本食品价格的升幅
放缓。同期，外出用
膳及外卖价格的升幅
随着本地疫情缓和而
加快。能源相关项目

的价格继续录得显著
升幅。

统计显示，经季节
性调整的综合消费物价
指数，截至4月止的三
个月的平均每月升幅
为0.1%，而截至3月
止的三个月的相应升幅
则为0.3%。剔除所有
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
影响，相应的升幅为
0.2%及0.3%。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
学家程实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
疫情受控下，社交距离
于4月中起有所放宽，
外出用膳价格有所回
升。但受惠于物流恢
复，蔬菜等供应转趋
稳定，基本食材价格的
同比升幅从3月份7.6%
下降至5.2%，抵消了
部分影响；全球能源和

食物价格上升对香港
通胀的影响暂时较为轻
微，主要受惠于国内稳
定的食材供应。同时，
在联系汇率下，港元兑
其他货币跟随美元转
强，降低了香港面对
的通胀压力。

“ 不 过 ， 飙 升 的
能源价格最终会传导
至 交 通 和 用 餐 等 成
本，香港的整体通胀
率将会有所上升，但
相信全年可以控制在
政府预测2 . 1%的水
平。”程实如是说。

面对许多主要经济
体的通胀高企，特区
政府发言人亦料外围
价格会继续承压，但
因本地成本压力仍然
大致轻微，总体而言
通胀在短期内应会维
持温和。

香港4月消费物价指数回落至1.3%

【中新社株洲23日讯】
第十届全球湘商大会23
日在湖南株洲开幕，知
名湘商、境内外湖南商
会会长、华商侨领等300
名嘉宾现场参会，357个
境内外商协会组织上千
名湘商线上参会。

据悉，本次大会省级
签约项目151个，投资
总额1219.7亿元（人民
币，下同）；开幕式现
场签约21个重大项目，

投资额454.5亿元。
“湘商”是中国十大

商帮之一。组委会提供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
球湘商已超过400万，产
业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外湘商资产
规模超过4万亿元。

本届湘商大会以“云
集湘商 创业湖南”为主
题，通过举办全球湘商
联盟主席团会议、开幕
式、全球青年湘商高峰

论坛、株洲“3+3+2”
产业体系推介会等活
动，搭建合作平台。

作为海外湘商“回
巢”创业、利用自身资
源助力湘企“走出去”
的代表，科特迪瓦湖南
商会名誉会长、逸谭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拥政说，得益于湖南
快速发展和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目前有一大批
海外湘商回归湖南、投

资兴业。“海外湘商要
主动抓住机遇，继续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引荐更多海外项目及产
业回归。”

近年来，湖南持续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擦亮“
一件事一次办”品牌，
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六个一”举措，为
民营企业厚植健康发展
沃土。在2021年全国工

商联开展的“万家民营
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
中，湖南位居全国第8
位、中部第1位。

全球湘商大会是湖
南省最具影响力的民企
盛会，自2007年举办以
来，累计签约项目超过
200 0个。湖南通过开
展“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行动，引入湘
商项目投资超过1.3 8
万亿元。

香港康文署将举办系列文化 活动庆祝回归25周年

第十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 现场签约投资逾4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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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国家/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越南 206 126 114 446 

2 泰国 93 100 136 329

3 印度尼西亚 69 91 80 240

4 菲律宾 51 71 106 228

5 新加坡 47 46 73 166

6 马来西亚 38 46 91 175

7 缅甸 9 18 34 61

8 柬埔寨 9 13 42 64

9 老挝 2 7 33 42

10 文莱 1 1 1 3

11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0 3 2 5

2021年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奖牌榜

越南于东道主以4 3 9
枚奖牌获得第一名，以
2 0 6枚金牌、 1 2 3枚银
牌、1 1 1枚铜牌名列前
茅。 泰国以 326 枚
奖 牌 获 得 第 二 名 ， 其
中92枚金牌、10 1枚银
牌、134 枚铜牌。

我 国 青 年 与 体 育
部长 柴努汀.阿马利
(Zainudin Amali)表
示，我国此次能够成功
进入东南亚运动会前三

名，得益于各方特别是
运动员的努力。 这也
证明了国家体育大设计
（DBON）走在了正确的
轨道上。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
有40个运动项目，共计
5 2 3场比赛。印尼共派
出代表人数776人，其中
运动员499人，官员214
人，随行人员63人。我
国特遣队参加了32项运
动的318场比赛。（al）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我国排名第三

周天（5月22日）在越南北江体育馆举行女子双打羽毛球
决赛。我国青年与体育部长 柴努汀.阿马利（中）、我
国羽球女双选手阿皮里安尼•拉哈尤（Apriyani Rahayu，
左）和茜蒂•法迪亚•席尔瓦•拉马丹蒂（Siti Fadia Silva 
Ramadhanti，右）、以21-17、21-14比分比分击败泰国选
手获得金牌后一同合影。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周一（5月

23日）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圆满落西帷

幕，我国代表队成功排名第三以242枚奖

牌、其中包括69枚金牌、92枚银牌和81

枚铜牌。

【本报讯】适逢5月20日
庆祝民族复兴日（�a�i ����a�i ���
bangkitan Nasional/ �a�kit�
nas），我国针记年轻羽球
选手在欧洲举行的三个羽
球公开赛中夺得九项羽球
公开赛冠军宝座。我国羽
球男双选手�. �ut�a ����. �ut�a ���
wiansyah/�at�a �a�apan 
Rindo�indo、�双选手��s�、�双选手��s���s�
sica �aya/�uspa Rosalia
和混双选手�at�a �a�apan 
Rindo�indo/Titis �aulida成
功夺得2022年�unio� �nt���2022年�unio� �nt���年�unio� �nt����unio� �nt���
national S��i�s羽毛球公开
赛冠军宝座。

同时我国�单羽球选手

Chia�a �. �andoyo也夺得
2022年Op�n �nt��national 
S� � i � s羽球公开赛冠军宝
座。我国年轻羽球选手不
甘示弱，不轻易放弃和参
加国际羽球公开赛为国家
争光。羽球男单选手�ason 
Ch�ist Al�xand��、�单选手
Chia�a �. �andoyo、男双
选手�. �ut�a ��wiansyah/
�at�a �a�apan Rindo�indo、�
双选手�uspa R. Damayanti/
��ssica �aya和混双选手
�a�wan Faza/��ssica �aya
勇夺2022年羽毛球公开赛
19岁组冠军宝座。
（文/Maan，译/yus）

【网易体育】2 0 2 1 �
2 0 2 2赛季英超收官战全
面打响，其中一场焦点战
在伊蒂哈德球场展开，曼
城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
上半时，卡什头球破门为
客队首开纪录；下半时，
库蒂尼奥低射破门扩大比
分，随后京多安、罗德里
两人6分钟内连入3球帮助
主队将比分反超。全场比
赛结束，曼城主场3�2逆
转阿斯顿维拉，38战29胜6
平3负积93分，夺得冠军。

双方各项赛事历史交锋
94场，曼城48胜23平23负
战绩处于上风，其中在英
超先后交手43次，曼城27
胜9平7同样负成绩占优，
进87球失38球。两队本赛
季首回合较量，客场作战
的曼城2�1取胜。本轮比

赛前，曼城28胜6平3负积
90分，以1分优势力压利
物浦排在积分榜榜首。双
方出场阵容：

曼城（4�3�3）：31�
埃德森/5�斯通斯、25�
费 尔 南 迪 尼 奥 （ 4 6 ’
津琴科）、 1 4 �拉波尔
特、27�坎塞洛/17�德布
劳内、16�罗德里、20�贝
尔纳多�席尔瓦（68’8�
京多安）/26�马赫雷斯
（56’7�斯特林）、9�热
苏斯、47�福登。

阿 斯 顿 维 拉 （ 4 � 3 �
2�1）：25�奥尔森/2�
卡什、1 6�钱伯斯、5�
明斯、 2 7 �迪涅/ 7 �麦
金、6�路易斯、41�拉姆
塞/10�布恩迪亚、23�库
蒂尼奥（71’19�恩卡姆
巴）/11�沃特金斯。

【网易体育23日讯】
2021�22赛季意甲联赛第38
轮，AC米兰客场对阵萨索
洛。上半场比赛莱奥助攻
吉鲁梅开二度，随后莱奥
又助攻凯西破门，下半场
比赛伊布进球越位无效，
最终米兰3�0战胜萨索洛，
取得6连胜。本赛季战罢米
兰38场联赛拿到86分，保
持住了对国际米兰的2分优
势，时隔11年再次夺得意
甲冠军。米兰和萨索洛在
意甲联赛中交锋过17次，
米兰9胜2平6负稍占上风，
但米兰在最近两次联赛对
阵中都输给了萨索洛。

AC米兰（4231）：16�
迈尼昂/19�特奥、23�托
莫里（81'13�罗马尼奥
利）、20�卡卢卢、2�卡

拉布里亚/79�凯西、8�
托纳利（4 5 ' 4 �本纳塞
尔）/17�莱奥、33�克
鲁 尼 奇 （ 7 2 ' 1 0 � 迪 亚
斯）、56�萨勒马科尔斯
（81'25�弗洛伦齐）/9�
吉鲁（72'11�伊布）。

萨索洛（433）：47�
孔西利（82'24�萨塔利
诺）/77�基里亚科普洛
斯、31�詹马科�费拉里
（82 ' 1 3�费德里科�佩
鲁索）、5�艾汉、17�穆
尔杜尔/9 7�马修�恩里
克、8�马克西姆�洛佩
斯（45'4�马尼亚内利）
、16�弗拉泰西（58'23�
哈默德�特劳雷）/1 8�
拉斯帕多里、 9 1 �斯卡
马 卡 、 2 5 � 贝 拉 尔 迪
（68'92�德弗雷尔）。

【新浪体育23日讯】
2021年第31届东南亚运动
会排球比赛在越南结束。
泰国队在�排决赛中3�0
完胜越南赢得13连冠，中
国教练蒋杰挂帅的印度尼
西亚队在男排决赛中零封
越南蝉联冠军。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
排决赛在泰国和越南之间
展开。泰国�排技高一筹
成功零封对手，斩获本队
在东南亚运动会的第15枚
金牌，三局比分为25�20
、25�14和25�14。这是
泰国队在巴黎周期斩获的
首冠，也是该队自1995年
以来、连续第13次摘得东
南亚运动会的金牌。越南
和印度尼西亚分获亚军和

季军。
第3 1届东南亚运动会

男排决赛由印度尼西亚对
阵越南。巧合的是，两
队都是由中国教练挂帅。
曾在20 1 3年与郎平一起
参加�排国家队主帅竞聘
的蒋杰执教印度尼西亚男
排。担任越南男排主帅的
李焕宁是前中国青年男排
主教练，他曾在20 0 8年
替代周建安担任临时主教
练率领中国男排出战亚洲
杯。

蒋杰挂帅的印度尼西亚
男排在决赛中表现更胜一
筹，3�0力克李焕宁执教
的东道主越南蝉联冠军，
成功拿下本队在东南亚运
动会的第11枚金牌，三局

适逢庆祝民族复兴日

我国羽球选手在欧洲夺得九项羽球公开赛冠军宝座

我国年轻羽球选手Marwan Faza/Jessica Maya（左）勇夺2022
年羽毛球公开赛19岁组冠军宝座。

东南亚运动会泰国女排13连冠 蒋杰率印尼男排夺魁
比分为25�22、25�18和
25�15。摘得铜牌的柬埔

寨男排则由中国教练李军
出任主教练。

英超-曼城逆转夺冠! 

京多安替补双响罗德里贴地斩

意甲-吉鲁双响莱奥助攻戴帽 

米兰3-0时隔11年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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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讯】21日上午9
时，本山住持率领僧伽、
佛弟子赞扬佛陀舍利 并
在大殿坛城内绕佛至前往
庆典大礼堂。本山妇女法
座、金刚护法、青少年儿
童、四众弟子参与活动赞
扬佛陀舍利安座在正中
央。本山住持念祈祷文，
向佛陀行礼。

时日上午，10.30苏北副
省长Musa Rajekshah 为大会
贵宾，棉兰市宗教部佛教
市长Budi Sulistiyo、棉兰国
会议长、社会领袖，嘉宾
近一千人参加庆典活动。
由于2年半来，棉兰封城，
寺院关闭，而在卫塞庆典
才解封。宗教部佛教市长
致欢迎词 ：在这两年，
我们首次才能参与庆祝佛
诞，希望社会民众佛教能
克服一切挑战，虽然国家
解封，我们还要遵守健康
卫生原则。卫塞纪念三大
神圣的月圆日，秉承佛陀

的真理，思维过去，改变
自我。执着所产生的痛苦
能得到卫塞的启示而解脱
烦恼，创造未来的幸福。

苏北副省长，M u s a 
Rajekshah在致词时：卫塞是
一个国家的大节日之一。
在苏北棉兰社会各个宗教
相处和谐，我从我父亲在
世时结了很深的因缘。今
天出席庆典除了政府长
官，社会领袖，宗教领
袖，所有嘉宾及佛教徒，
我以政府的名誉向各界人社

恭贺卫塞快乐，吉祥如意。
我们在佛诞时，身为一位
好市民，我们跟一般民众
更要去保护，给予必要帮
助的人，秉承佛陀佛法的
真理，众善奉行，建立和
谐社会，国家繁荣进步。

本山住持，印尼佛教
中心协会领导人慧雄大师
父在致谢词感谢副省长，
政府各界人社，棉兰国会
议员莅临参加佛诞。今年
佛诞主题：通过思维，提
高佛陀的真理慈悲，做一

位圆满成就庄严的人生。
庆祝佛诞，要把平时修学
佛法，修行佛陀的慈悲与
智慧提高才是真正得到卫
塞佛法的加持力。当今，
全球在科技迅速发达，我
们人类心灵也要更高一层
得到净化。有了慈悲的果
味才能远离嫉妒、报复、
嗔恨的社会。当我们能原
谅一个曾经做错的人才能
建立互相包容，人间的国
土。当今全球通货膨胀，
我们国家也不列外。要

保持冷静来克服困难必定
要以智慧来传达自己的音
声，绝对不能产生暴力的
行为。通过卫塞希望佛教
徒更能够得到佛法的智慧
及慈悲的力量来实现我们
的理想。恭祝大家卫塞法
喜充满。

当天上午除了赞扬佛

陀舍利，本寺青年舞蹈
团呈献佛教舞蹈，最后
本山住持迎请政府长官、
各界嘉宾共同燃灯，卫塞
祈福。大会主宾离开现场
后，本山住持及所有的法
师带领四众卫塞顶礼慈悲
七佛宝忏。
（本报Max Manuhutu报道）

印尼佛教中心协会假佛教圣城礼堂内举办

卫塞节纪念庆典

苏北宗教部佛教局局长献词 苏北副省长献卫塞词 本山住持 慧雄大和尚 致谢词 赞扬佛陀舍利

近千人佛教徒一起参与庆祝卫塞节 赞扬佛陀舍利



少霆只好回答

她，“你忘了我几

岁了吗？我又不是

十三、四岁，该经历过的

事都经历过了，又怎会不

知道？”

江夕荷愣了一下，突然想

起这世道里的通房丫头。

池少霆自小生长在京城，

父亲又是太子少傅，加上

生母娘家不缺钱，家里肯

定不缺丫鬟奴仆之类的，

他房里没几个漂亮的大丫

鬟才怪。

“哼哼哼。”她故意连哼

三声。

“这是什么意思？”池少

霆不解的看着她。

“你房里有几个通房丫头，

自己说。哼！”

“你这是在吃醋吗？”池

少霆哭笑不得。

“别岔开话题，快说。”

“你这是打算与我翻旧帐

了？”池少霆挑了挑眉

头，“我以为咱们约定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是咱们在

成亲之后的事。”

“是没错，可是咱们不是

不久后就要回京城池家了

吗？你总得让我知道，回

池家之后我得面对些什么

旧帐吧？”江夕荷自有办

法自圆其说。

“三年前我被宣布死讯，在

池家被除名遗忘了之后，

你认为在我房里的丫鬟，

尤其是和我关系匪浅的还

会被留在池家吗？”池少

霆看着她说。

江夕荷侧头想了一下，觉

得也是。池家连他这个少

爷都容不下了，又怎会容

许原本跟在他身边的人继

续存在呢？他房里的人大

多应该被遣散了吧，如果

有留下来的，八成就是背

主的奸细了。

不过他们不是在讨论他过

去有多少风流韵事吗？怎

么就歪来歪到这里来了？

“你有很多个关系匪浅的

丫鬟？”她问他。

池少霆哭笑不得的看着她，

不知道她为何会如此在意这

事。“如果我知道自己未

来会娶个醋坛子媳妇，我

肯定会为你守身如玉。”

他认真道。

江夕荷瞬间就被他那句“

守身如玉”给逗笑出来，

她似笑非笑的斜睨他一眼，

说：“好吧，这个理由算

你有理，我就不再跟你翻

旧帐了。”

池少霆笑着摇了摇头，完

全包容了她的无理取闹。

“快点吃吧。你丫鬟的厨艺

不错，至少比庄伯的好，我

和庄伯也算是托你的福，

以后能吃得好一些了。”

他对她说。

“不会只是好一些的，我

教过迎夏如何做菜之后，

包管让你们以后天天吃得

津津有味，餐餐吃得欲罢

不能，回味无穷。”江夕

荷大言不惭的保证道。

“那我就在这里先谢过夫

人了。”池少霆拱手道。

“你客气了，夫君。”江

夕荷回礼道。

两人对视一眼，相视而笑。

新婚第一天，夫妻俩已是

琴瑟和鸣。

江夕荷上辈子虽已在这古

代世界里活过一世，但都

居住在深宅内院里，偶尔出

门门不是去寺庙上香，就

是到别人家的府宝去做客。

周围又永远都有人盯着她

的一举一动。

几平可以说在这个支代世

界里，根本从未有过快活

的一日。

可是，自从来到这个小山

村嫁给池少霆之后，她每

天都快活得不得了。

山村里的生活很单纯，居

民很纯朴。

这些谷村的村民对于她这

个从城里嫁进山村里的新

嫁娘好奇不已，见她笑容

可掏，并不排斥与他们这

些穷百姓交往后，每天都

有愈来愈多人朝她问一些

千奇百怪的问题。

无厘头的也超多，逗得她

经常忍笑，都快要肠子打

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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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虽然我对她和宋富在一起
这件事，不满意到了极点，但
我仍是十分关心她的安危。

我们两人，出力地划着船桨，天色黑
了下来，海水变得那样地深邃和神

秘，礁石高耸，在星月微光下看来，
像是一头硕大无朋的史前怪兽一样。
到快艇划近礁石的时候，我看了看手
表，是晚上十时二十分。
我们沿着礁石划，发现了一个洞，我
和宋坚将快艇，划进了洞去，洞中漆
黑一团，我看完了一只强力的电筒，
只见那洞只不过两丈深浅，像是一个
天然的船坞一样。
我们将艇停好，宋坚道：“卫兄弟，
我们要不要泅水去找一找他们？”
我想了一想，道：“我看不必了，他
们只怕早已攀上峭壁去了。”
宋坚道：“令表妹一点也不会武术，
她如何能攀得上峭壁？我看她一定也
隐藏在如同这样的一个洞之中，而未
曾到泰肖尔岛去！”
宋坚的话，令得我心中一动。
我们此来，冒着三重危险，不但胡克
党徒，不许我们侵入他们的根本重

地，白奇伟、宋富，也和我们，有着
利益上的冲突。
我们在关心着白奇伟和宋富，但是他
们，绝不会也关心我和宋坚，而且，
大有可能，一发现我们，便将我们置
于死地！
而如果，我不能够在未曾见面之前，
先找到红红的话，情形可能大不相
同。
红红自然会帮我，我们的行动便可以
方便许多了！
因此，我立即点了点头，我们两人，
各自划了一只橡皮小艇，出了那个
洞。
当然，我们带上了手提机枪和子弹，
也带上了电筒，出了洞之后，沿着礁
石，向前划去，水光幽暗，不到半个
小时，我们先后发现了十二三个可以
藏船的洞，在一个洞中，发现了一艘
快艇。

那艘快艇上并没有人，从遗下的物件
看来，这艘艇的主人，是白奇伟和他
的伙伴。
他们的船，停在这里，他们的人，不
知吉凶如何了。
我们很快地就退了出来，继续向前划
去，一个一个洞用电筒照射着。
很快地，我们竟来到了那环形礁石的
缺口处，我们立即停了下来。
那缺口，约有丈许宽窄，可以称得上
是世界上最险的险隘，因此如果守在
上面的话，实是没有什么船只，可以
通得过去！
而这时，从礁石上，正有两道强光，
照射在缺口的那段海面之上，将海水
照得闪闪发光，我和宋坚，躲在闪光
照不到的地方，用望远镜，向泰肖尔
岛望去，只见岛上，灯光闪耀，显然
胡克党徒，在岛上有了他们自己的发
电厂。

智渊被她的咕哝声吓着，将他
搁在她身上的一条腿移开，见
她挪了挪身躯又沉睡。

他从床上坐起来，宿醉的头痛令他不
舒服。

他发现自己脱了皮
鞋，但身上还是昨晚
穿的衣裤。
他的记忆停留在他跟
韩家乐待在夜市喝
酒，之后她问他什
么，两人又是怎么回
来田园居的，他完全
想不起来。
“王智渊你是怎么搞
的，明明连啤酒都不
能喝还喝……”他喃
喃自语，但后悔已经
来不及了，下次他说
什么都不会再喝酒
了。
他转头看向韩家乐，

猜想是她送他回来的。
突地，他听到细微的声响，原来是她
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机在震动，他起来
一看，震动刚好停止，他看到萤幕显

示大师兄、二师兄传来的讯息和未接
来电，但他不想理会。
又看手机显示的时间，他不由得皴
眉，都过了凌晨十二点了，可是他不
想吵醒她，还是让她继续睡吧。
他忍住头痛下了床，随手将她的手机
放到梳妆台上，关掉卧室的主灯，再
去关床头灯，不料却听到她咕哝抗
议……
“别关灯……拜托别关……”
他看她害怕得整个人缩着挨近床头的
小灯，想起之前她一个人走山路也在
发抖，她怎么这么怕黑？他便留着床
头灯，也重新打开主灯，并替她盖好
被子。
“你不用怕，这里的灯会一直开着，
睡吧。”
韩家乐听到男人温柔的嗓音，她下意
识的微微撑开沉甸甸的眼皮。
看到他似乎想让她安心的拍拍她的
背，四周明亮，还有认识的人在旁

边，她笑着裹住被子继续睡。
王智渊却因为她的笑容，心莫名用力
跳了一下，他连忙抬手抚着左胸，这
一身热热的又是怎么回事？
以前他从未好好的看过她，现在近距
离仔细看，她睫毛长长的，五官秀
气，睡着的模样少了粗鲁，多了女人
的柔和，满可爱的，使他想到有小翅
膀的天使。
灯亮将她映出光晕，褐红发色火般的
美，那微笑的唇啊，亲下去不知是何
感受？
他几乎要贴上她的嘴唇才发觉不对
劲，急忙抽身离开，仍痛着的头因为
他猛力动作又是一阵晕眩，他不得不
扶着床缘先坐下来。
“王智渊，你是酒喝多了，才会觉得
那家伙可爱，还想吻她……你疯了
吧！”他喃喃自语，双手抱住泛疼的
脑袋，望向韩家乐，他已经搞不清楚
自己乱七八糟的心情。

心路历程：
就 是 人 生 路 程 无 法 折
返。
让所有的经历；
最 终 都 变 成 笑 谈 的 样
子；
想起来都一身轻松。

(150)

(73)

(60)

无双一面与葛龙骧并肩疾驰，
一面笑道：“书有未曾经我
读，事无不可对人言，龙弟

弟，你我当年滇池渔舟的那一段常人
绝办不到的风流韵事，可以质诸天地
鬼神，而毫无愧色。你还总是遮遮掩
掩，反而显得无私有弊则甚！”
葛龙骧剑眉微皱，苦笑答道：“姐姐原
谅小弟心乱如麻……”一言未了，俊脸
之上，突然变色，因为此时已到那条幽
壑，壑中传出一种怪声，葛龙骧听在耳
内，太已惊心，分明是爱妻玄衣龙女柏
青青在壑下颤声呼救，反反复复喊的就
是“龙哥”二字。恩爱夫妻，本已关
怀，何况更在晦角天涯遍寻未获之下？
葛龙骧声一入耳，根本就未曾考虑其他
问题，便施展“凌空虚渡”神功，往幽
壑之中一纵而下。
魏无双何尝不曾听见这种异声？但在
她耳内所闻又自不同，仿佛是自己亲
手昧戮的七个淫浪弟子，凄声哭叫“
风流教主还命来！”
心中自然奇异。再加上葛龙骧当先纵
落，怕他有所闪失，遂不及等待落
后颇远的小摩勒杜人龙，也自随同下
壑。
两人到得壑底，循声以寻，居然那种
怪声并不是玄衣龙女的婉转呻吟，或
魏无双七个孽徒的凄号索命，却是出
自洞外大石上盘坐的绿袍老妇口内。
葛龙骧看清之后，心蓦地一惊、想起
恩师曾经说过，有一种极高邪门武学
名为“夺魄魔音”。
这种魔音一经施展，能随各人心意，
幻成最亲近或最畏怯等喜怒哀乐之
声。
定力稍若不坚，心神立时丧失，如醉
如痴，任人摆布。
眼前绿袍老妇口中所发，可能就是这
种“夺魄魔音”。此人素不相识，看
她年岁甚高，装束却颇为怪异，好瑞
端地发声诱人下壑作甚？
绿袍老妇本在垂头盘坐，听二人到
来，霍地猛一抬头，目光犹如两道
冷电，在魏无双、葛龙骧脸上来回一

扫，似因对方虽被自己所发魔音诱
来，心神却未迷惑，有所诧异。
魏无双也看出这绿袍老妇难斗异常。
彼此既无夙怨，能不结仇，自以不结
仇为是。遂一拉葛龙骧，躬身施礼说
道：“武林末学魏无双、葛龙骧，拜
见前辈。”
绿袍老妇“哼”了一声，宛如枭鸣似
的说道：“我在这幽壑之中，整整四
十三年未见外人，好不容易才遇见你
们两人。既然自称武林末学，向你们
打听两个人物，不知你们知否？”
魏无双含笑说道：“前辈旧友何人？
若有所知，无不奉告。”
绿袍老妇怪眼一翻，目光深注魏无
双，冷冷说道：“第一个我要问的是
玉簪仙子。”
魏无双听这绿袍老妇，居然问起东诲
神尼未归佛门以前的江湖行道之名，
而且目中隐蕴凶光，不由好生诧异。
见葛龙骧嘴角欲动，生怕他万一答
言不当，惹出无谓麻烦，遂抢先说
道：“玉簪仙子久谢江湖，闻说已归
佛门，但不知禅栖何处，前辈要问的
第二位是淮呢？”
绿袍老妇冷笑一声说道：“我在你眼
光之中，看出所言不实。那葛姓少年
也还有话想说未说。在我面前想弄玄
虚，莫非自讨苦吃？”
葛龙骧见这绿袍老妇，语气态度均颇
凶横，不由剑眉双挑，朗声叫道：“
前辈与玉簪仙子纵有不共戴天之仇，
也当了结。她老人家近四十年来，在
东海觉罗岛坐参苦禅，人称东海神
尼，三年以前，便已功德圆满……”
绿袍老妇不等葛龙骧话完，凄声怒
吼，急急问道：“玉簪仙子居然会归
入佛门？她她死了么？”
葛龙骧合掌躬身向西一拜，说道：“
神尼勘透真如，已归极乐。”
绿袍老妇“哼”了一声，眼角隐含泪
光，点头切齿说道：“死了一个，还
还有一个！”
葛龙骧这时见绿袍老妇对东海神尼衔
恨甚切，判断出此人来历不正，不愿
过分执礼谦恭。
一拉魏无双，就老妇身前八九尺远的
一块大石之上坐下，岸然问道：“前
辈名号，先请见告。”
绿袍老妇听葛龙骧问到自己名号，面
容从凄苦之中转回凶狞，冷笑连声说
道：“我昔年立有规例，必须能接得
住我一掌之人，方告名号。你真愿意
问么？”
葛龙骧、魏无双这回几乎是同时答
话：“葛龙骧、魏无双敢问敢当，前
辈请尽管发掌吧！”
绿袍老妇那既凶且冷的目光，又复扫
视二人一遍，冷笑几声说道：“我
还有话要问，先不得不给你们一点便
宜‘只以五成真力发掌，你们联手相
接吧：” (252)

魏

池

而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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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门诊

十大热词反映网友心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教授 陈祉妍

本报记者 高 阳

两性健康

2 0 2 1年，你被哪句话
戳中了呢？12月6日，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评选出“2021年度十大
网络用语”。这些热词，
反映着20 2 1年的国民精
神，镌刻着时代记忆。年
终之际，本报特邀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
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
陈祉妍为我们解读这十个
热词。

强国有我
【出处】源自“建党百

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青
年学子的庄严宣誓。“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是青
年一代对党和人民许下的
庄重承诺，彰显着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
底气，更体现着青年人的
担当和信念。

【释义】这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
版。近两年来，不仅是青
年人，全国人民都对中国
的发展状态和综合国力信
心十足，“强国有我”让
每个国人都深受鼓舞和感
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面前，每个人都有
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内在的
使命感，将自己和国家命
运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建
设的方方面面，一代青年
立志强国，不仅对人生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还成为
全体国民精神面貌的有力
体现。

觉醒年代
【出处】《觉醒年代》

是2021年大热的电视剧，
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孕育
和创立过程，生动再现中
国近代历史的大变局，深
刻讲述中国人民是怎样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该剧播
出后，意外地受到了广大
青年的好评，成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释义】《觉醒年代》
这部电视剧人物塑造贴近
历史人物本人，画面很有

历史感，观众仿佛身临其
境，让年轻一代更能了
解当时的人和事。原来，
那些历史书上赫赫有名的
人，他们也曾年轻过，也
曾意气风发，也曾不被理
解，也曾遭受各种挫折，
但他们从未放弃，勇敢
坚强地探索救国之路，永
远心向光明。这些故事、
人物，让年轻人有了发自
内心的认同，重新爱上历
史，主动接受精神洗礼，
并鞭策自己也成为这样的
有志青年。

YYDS
【出处】这是“永远

的神”的拼音首字母缩
写，用于表达对某人的高
度敬佩和崇拜。2021年东
京奥运会期间，不管是杨
倩夺得首金，还是全红婵
一场决赛跳出三个满分，
或是“苏神”苏炳添站上
百米决赛跑道，全网齐
喊“YYDS”，奥运期间一
度刷屏。

【释义】这个词汇用略
微夸张的表述反映了强烈
的赞美情绪和心理。这个
词的出现和流行主要基于
网络社交特点，网友们通
常无法面对面交流，唯一
能够传达表情和语气的就
是依靠词汇和网络字符，
因此“永远的神”虽然表
达有些夸张，却能很直接
地传达高度崇拜和敬佩的
心情。这个词还有另一重
含义，就是对自己比较看
好的人物形象的维护，源
于年轻人对世界的单纯认
知，有理想化的期待，不
希望对方是个凡人。比
如，某人一出场或复出
时，会用YYDS来表达对
他/她某一方面的认可。

双减
【出处】指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其目标是使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
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
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
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对校
外培训机构全面规范。

【释义】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国家对于未来一代
的健康成长特别关注，“
双减”是对当下应试教育
的对抗，是对过去教育思
维的反思。虽然十多年来
一直号召要求“减负”，
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
效，学生的负担和压力越
来越大，老师和家长的焦
虑愈发加深，到了不得不
改的时候。这次“双减”
造福很多家庭，也将会影
响一代人的教育理念。

破防
【 出 处 】 原 指 在 游

戏中“突破了对方的防
御”，现指因遇到一些
事或看到一些信息后“
情感上受到很大冲击”
，内心深处被触动，心
理防线被突破。

【释义】心理学有个
概念叫做“防御机制”，
是指当人感受到焦虑的时
候，就会自动开启防御机
制让自己不过度焦虑。因
此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为
了满足工作和生活上的角
色期待，某种程度上都
要“带上面具”“武装自
己”，表现得克制冷静、
理性坚强。但是，作为活
生生的生命个体，每个人
都有可能在特殊的时刻流
露出自己的真实性情和脆
弱情绪。“破防”正是真
实情感流露的瞬间，这说
明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
爱、被关怀的，这才是正
常的，才是可爱的，而不
是冷冰冰的面具脸。

元宇宙
【出处】源于小说《雪

崩》的科幻概念，现指在
XR（扩展现实）、数字孪
生、区块链和AI（人工智
能）等技术推动下形成的

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
社会生活形态。现阶段，
元宇宙仍是一个不断演
变、不断发展的概念。

【释义】“元宇宙”
描绘的是虚实结合的社会
生活形态，比如有的人在
虚拟空间买房买地。元宇
宙之所以有吸引力，是来
自它能够投射和想象，满
足创造的可能性。但要知
道，人是生活在真实的空
间世界中，而不在网络
世界。虽然人类可以在虚
拟空间构筑另一种生活状
态，但究其本质，还是来
自现实世界的投射，比如
现实世界难以做到的事，
难以接触的人，难以弥补
的遗憾等。网络空间可以
重塑虚拟生活，但幻想毕
竟代替不了现实。

绝绝子
【出处】该词流行于某

网络节目，节目中一些粉
丝用“绝绝子”为选手加
油。多用于赞美，表示“
太绝了、太好了”。

【释义】“绝绝子”
的格式最初是“人名叠字
+子”，这种造词法源于
日本女性的常用名，很多
都是以“子”结尾，所以
这个后缀名带有浓浓的女
性化、二次元、可爱的风
格。“绝绝子”有两个意
思，第一层是指太绝了，
表示好极了，正面的夸
赞。但用在不好的地方就
有了第二层意思，是反过
来的“太绝了”，表示差
极了，用于嘲讽，常做后
缀形容词，根据不同语
气可以判断是嘲讽还是赞
美。无论怎么使用，都是
属于夸张的网络语言，在
音韵上叠词，达到情感表
达更强烈的目的。

躺平
【出处】该词指人在

面对压力时，内心再无波
澜，主动放弃，不做任何
反抗。“躺平”更像是年

轻人的一种解压和调整方
式，是改变不了环境便改
变心态的自我解脱。

【释义】近年来，青
年人不时提起的“躺平”
反映了当下两种心态。一
方面，年轻人在反思，应
当找到自己的目标。很多
人面临诸多压力和竞争的
时候，没有努力的方向，
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那
么这种努力是没有意义
的。尤其对当下年轻人来
说，找到活着的意义感和
目标感，是他们更在意的
事，与其盲目追随和辛苦
奔波，还不如躺平。另一
方面，躺平催促教育界反
思。家长、教育者一直对
孩子的培养都是盲目的，
只重视固化的世俗目标，
为了“拿高分、上好大学、
找好工作”，各方不停地给
孩子施加压力，很多选择都
不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
在这种强迫下，一旦没有了
以上目标，很容易有空虚
感，而“躺平”可能是年轻
人拒绝自身不认同目标的消
极表达方式。可见，躺平
不是自暴自弃，更多的是
休息、停顿一下，全面
认识自己，然后积聚能
量，明确目标，更好地重
新出发。

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出处】来自一段网

络视频，两名男子相互夹
菜，而同桌的另一名女子
则显得很孤单。于是有网
友调侃“伤害性不高，侮
辱性极强”。后被网友用
来调侃某事虽然没有实质
性危害，却令人很难堪。

【释义】这句话常用来
表达对对方言行的不满，

适用场景多。因为是委婉
地表达对方言行对自己的
影响，颇有“高情商”反
馈用语的色彩。在人际交
往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
些尴尬时刻和受伤情景，
虽然没有很大的伤害，也
不是大事，不需要对方表
达歉意，但因为自己确实
为此感到不舒服，所以以
这样“半开玩笑”的方式
回应对方，不失为一种小
提醒，告诉对方“你的
话/做法，让我不舒服”
，既告知了对方，又不会
坏了人际关系。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出处】源自导演李安

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
里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
话。现多用于表示自己对
某件事情的不解、震惊。

【释义】这句话可以
看作是“不明觉厉（虽
然我不明白，但是感觉
很厉害）”的改编版本。
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用法
广泛，适用性强，不需要
做针对性的回答，却几乎
可以回答所有问题，还含
有趣味性的调侃。在不同
情境下，它可以有很多种
解读：用在较友好的场景
下，指的是对方掌握的知
识很多，想法深刻，表达
自己对对方水平和价值的
肯定和赞赏。但也暗含着
另一层含义，对对方言行
或做法的不认同，甚至是
讽刺的情绪。此外，也可
以表示在交流中自己想“
敷衍”和“懒得回复”。
这样，既能表达“玩梗”
的幽默，也避免了社交尴
尬和矛盾冲突。▲

性是婚姻生活的主旋
律之一，但是，再亲密的
爱人如果不花点心思维
护，热情和欲望也会慢慢
降低。寒冷的冬季其实是
加强性亲密的好时机。近
日美国“男性健康”网站
刊文，夫妻可以尝试四周
的“挑战计划”，让性爱
重现激情。

第一周，多些爱意
1.学会交流和回应。性

爱涉及身心的方方面面，
不要以为性只在床上发
生，在卧室之外的交流和
爱意，也是性的助燃器。
人的性欲唤醒有基于身体
和心理层面两种类型，有
些人偏重身体层面，会
定时有性欲，性爱对他
们来说是缓解焦虑情绪的
乐事，此类人性欲一触即
发，方便快捷；另一些人
的性欲偏重心理层面，要
有一些情绪铺垫，万事俱
备之后才会有性趣。夫妻
要培养和运用这两种类型
性唤醒方式。比如两个人

可以探讨一下各自属于哪
种类型，知道伴侣的需求
后，恰到好处地给予对方
想要的回应，这样才能真
正满足对方的性需求。

2.为伴侣搭把手。两
个人的亲密感来自心灵契
合、肌肤之亲和生活中的
互相关照。下班之后，如
果伴侣忙着做饭、照顾孩
子，自己只管玩手机，那
么对方肯定体会不到被爱
的感觉。爱是燃起性趣的
一把钥匙，爱最好的体现
就是“付出”，有些家务
可以帮着做，有些烦心事
可以帮着分担，都是积累
爱意的做法。

3.平日传情达意。毫不
夸张地说，有时性爱是“
功夫在床下”。两个人的
性亲密不只来自欲望，
还来自浪漫表达、消除
隔阂、互相欣赏。性亲密
需要经常呵护，经常“撩
拨”。可以给伴侣拍几张
性感照、发个暧昧短信；
下班后和伴侣拉拉手、抱

一抱；晚上放一段抒情音
乐，两个人小酌一杯，像
初恋时那样说几句情话。
情爱是性爱的基础，心灵
契合才能尽享身体交合的
愉悦。

第二三周，身体亲密
1“. 就摸这儿”。轻

车熟路的性爱会变得乏
味，这时需要你们打破常
规，比如玩一个“探索按
摩”游戏。让伴侣赤身仰
卧在床，你充当一回探索
者。给伴侣做一次动作舒
缓的全身按摩，从头部、
私处至脚尖。当手指爱抚
到哪里能给伴侣快感，就
让伴侣说一句：“就摸
这儿。”按摩 20 分钟
后，互换角色。性学家切
尔西·法萨诺说：“这
个游戏可以给你们初夜时
探索伴侣全身的兴奋感，
让你们有新发现，变得更
亲。”

2.洗个鸳鸯浴。沐浴不
只是清洁，水温的刺激还
能让全身各部位皮肤都处

于敏感状态，因此沐浴之
后快感会更强。晚上和伴
侣一起洗个澡，借助沐浴
液帮助对方搓洗全身，闻
一闻伴侣身上沐浴液的香
味，享受无拘无束的惬意
时光，这样的温馨氛围自
然让你们性致盎然。

3.互助自慰。即使是
已婚者，适度自慰也有助
于性爱和谐。研究发现，
自慰越多，性欲越旺。两
个人互相帮对方自慰，这
充满刺激，也是个挑战。
而且互相为对方自慰让你
们感觉不到累，心贴得更
近。

4.裸拥而眠。两人忙
了一天，一个人想性爱，
另一个人太疲惫了只想马
上休息，这时不必强求，

可以把性爱变成“裸拥
时间”。让男人阴茎在女
伴“门口”紧紧依偎，既
不耗费体力，又能缓解焦
虑、获得身心愉悦。

5.尝试奇趣。真正的
性亲密意味着你可以把最
隐密的性爱想法和对方分
享，不会顾虑。你可能看
到一些新奇体位，一直想
尝试；你也许对角色扮演
游戏感兴趣，这些都可以
告诉伴侣。不必担心初次
尝试表现不佳，你的笨拙
在伴侣眼里是一种性感，
你们的性爱会更有乐趣。

第四周，留住温存
1.一起散步。和喜欢的

人做喜欢的事情，是建立
和谐性关系的关键部分。
每天花几分钟时间，放下

手机，和伴侣出门手拉手
散散步。呼吸着外面新鲜
的空气，身体得到有氧运
动，心中只有彼此，这几
分钟相当于一次快速心灵
充电 。 回 到家，再把满
满的能量带到床上。

2. 静坐。科学家早
就发现，人的心理和身
体有着密切联系，性爱
时如果杂念重重，双方
都难有快感。每天静坐
1 0 分 钟 ， 全 身 放 松 ，
体会头、肩、背和私处
感觉，然后用手摩挲全
身。在接下来的一周可
以每天练习，静坐可以
让你的身体进入放松性
状态，增强性敏感度。

3.列出性趣清单。经
过3周的探索、尝试，不
妨给你们的性爱做个小总
结，留住学习的经验和爱
意的温存。可以把各自对
性爱的想法写下来，比如
什么时间点、什么地点、
那种方式、刺激哪里等
等。列出性趣清单可以让
你们更了解自己。

4.尝试对方所爱。爱
意靠“为对方着想”维
系。性爱清单列毕，可以
从伴侣喜欢的性爱方式中
选择一个，主动尝试，让
对方感受到你的浓浓情意
和惊喜。▲

常发暧昧短信 试试鸳鸯戏水 散步时手牵手

四周提升亲密度
孙开元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