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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自然灾害

频发的国家，印尼

积累了可以成为世

界重要一课的知识

和经验
在第七届全球减灾平台

大会上，佐科威总统传达
了印度尼西亚在应对灾害
风险的方式并向世界提供
的四个可持续复原力的概
念，作为解决各种形式灾
害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挑战
的解决方案，包括面临大
流行病，同时支持实施可
持续发展的方案。

首先，佐科威总统强调
了加强在应对灾害时具有预
见性、响应性和适应性的备
灾文化和机构的重要性。

“灾害安全教育以及协
同应对灾害的政府和社会机
构必须是我们共同的优先事
项，”佐科威总统说。

其次，每个国家都必
须投资于科学、技术和创
新，包括确保获得资金和

技术转让。获得资金是一
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
题。

“印尼制定了灾害资
金和保险战略，建立了一
个统筹基金，并通过乡村
基金在村一级使用和发
展，以支持减灾和备灾工
作，”佐科威总统说。

第三，建设抗灾、抗
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总
统强调，除了大坝、防波
堤、水库和堤防等物理基
础设施之外，红树林、海
岸松虾和用于防滑坡的香
根草等绿色基础设施以及
开发绿色开放空间必须成
为其中防灾的一重要部
分。此外，必须认真重视
对生活在高风险地区的弱
势群体的保护。

第四，在国家到地方
层面共同承诺实施全球协
议。佐科威总统认为，仙
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巴
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或SDGs是努力减少灾害风
险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国际
协定。

佐科威总统说：“我要
求所有国家承诺并认真执
行以上重要国际协定。”

此外，佐科威总统强
调，减少灾害风险是防止
未来损失的有效投资。

佐科威总统还表示，在
这个国际论坛上，印尼愿
意分享减灾经验和知识，
并吸收其他国家减灾的良
好做法。

“作为一个自然灾害

在巴厘主持2022年全球减灾害风险平台开幕式

佐科威总统提议可持续抗灾能力四个概念

周三（5月26日），2022年全球减灾害风险平台（GPDRR）在巴厘岛举行会议开幕式前
夕，佐科威总统（中）与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左二）、赞比亚副总统穆
塔莱•纳卢曼戈（右二）、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部长穆哈基尔．艾芬迪（左）和
联合副秘书长阿卜杜拉·沙希德（右）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一同合影留念。2022年全球减
灾害风险平台于2022年5月23日至28日在巴厘岛举行，主题为“从风险到韧性复原：迈
向新冠大流行后世界转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周三（5月26

日），佐科威总统为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会议中

心 (BNDCC) 举行的2022年第七届全球减灾害

风险 平台(GPDRR)大会主持开幕式。大会以“

现场+视频“方式举行。

频发的国家，印尼积累了
可以成为世界重要一课的
知识和经验。但印尼也想

认真的想学习国际应对自
然灾害的经验。让我们共
同努力，减轻灾难风险，

为今天和明天过上更好的
生活，”佐科威总统总结
道。（v）

【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周三（5月25日），佐科
威总统在巴厘岛努沙杜瓦
会议中心(BN DCC )出席
了第七届全球减灾平台 
(GPDRR)2022开幕式后，
会见了赞比亚副总统穆
塔莱·纳卢曼戈（W.K.  
Mutale Nalumango）。会
议期间，佐科威总统讨论
了加强印尼和赞比亚两国
之间经济合作等问题。

印 尼 外 交 部 长 蕾 特
诺·马尔苏蒂(Retno LP 
Marsudi) 在会后发表的一
份声明中说：“佐科威总
统希望未来印尼对赞比亚
的出口，尤其是棕榈原油
CPO、纸张和服装，能够
继续增加。”

此外，佐科威总统还
传达了一些印尼国有企业
（BUMN）目前正在赞比亚
探索合作的信息。例如，
在铁路部门，PT INKA正
在探索为从维多利亚瀑布
到钦戈拉市的赞比亚铁路
项目提供火车机车。

“此外，印尼国有企业
也在赞比卢萨卡国际机场
航站楼扩建和现代化在探
索合作。”蕾特诺外长补
充说。

在新可再生能源领域，
佐科威总统表示，计划与
印尼国有企业合资，在赞
比亚建设和管理太阳能发
电厂。

与此同时，赞比亚副总
统对印尼在灾害处理方面
的工作表示赞赏。值得一
提的是，包括联合国大会
主席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在

内的多方此前也表达了对
印尼的赞赏和感谢。

“赞比亚副总统还对
印度尼西亚应对新冠（ 
Covid-19）疫情 的方式
表示赞赏。联合国副秘书
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
讲话也传达了类似的观
点，”蕾特诺外长继续说
道。

此外，赞比亚副总统还
传达了印尼和赞比亚能够
举行联合委员会会议的重
要性。赞比亚副总统还表
示希望印度尼西亚能够帮
助提高赞比亚需要的部门
的能力，即在灾害管理和
采矿领域。

赞比亚还表示希望我国
可以帮助提高赞比亚需要
的部门的能力，即在灾害
管理和采矿领域，包括农
业方面的技术合作。

赞 比 亚 共 和 国 （ T h e 
Republic of Zambia）是

非洲中南部的一个内陆国
家，大部分属于高原地
区。北靠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北邻坦桑尼亚，东
面和马拉维接壤，东南和
莫桑比克相连，南接津巴
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
亚，西面与安哥拉相邻。
国土总面积10 , 5 0 0方公
里，人口大约170万，其
中98%以上是黑人，大多
数居民信奉原始宗教。官
方语言为英语，首都位于
班珠尔（Lusaka）。

除了外交部长蕾特诺陪
同外，陪同总统会见赞比
亚副总统及随同人员还有   
内阁秘书帕拉摩诺·阿侬
（Pramono Anung）、印
度尼西亚驻津巴布韦大使
和赞比亚Dewa Made J. 
Sastrawan 以及印尼外交部
非洲事务司·摄司长Tyas 
Baskoro Her Witjaksono 
Adji。（v）

【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周三（5月25日），参加了
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会议中
心 (BNDCC) 举行的2022年
第七届全球减灾害风险平台
(GPDRR)大会 之后，佐科
威总统参加在巴东巴厘岛艺
术收藏馆举办的2022年亚洲
灾害风险管理论坛暨民防博
览会。总统直接视察了一些
展示在提供解决方案和减灾
方面创新的展位。总统还参
观了一些展示当地中小微企
业（UMKM）产品的展位，
如巧克力、小吃、纪念品、
布料和肥皂，并购买了一些
当地手工艺术品。

此前，印度尼西亚复

原力之家于周二（5月24
日）由人类发展与文化统
筹部（Menko PMK）部长
穆哈基尔·艾芬迪(Muhadjir 
Effendy)主持开幕式。据他
介绍，印尼抗灾之家可以用
作分享灾害风险管理知识和
经验的地方。

穆哈基尔．艾芬迪主持
开幕式上说：“印度尼西
亚复原力之家是活动家和社
区，包括社区组织和志愿者
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减少灾害
风险领域高度关注的慈善家
共同筹款组建的，”

他接着说：“希望这次
灾害风险管理论坛暨民防
博览会暨会议对我们所有
人，包括来自国内和国外的
社区，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
和非自然灾害都将发挥积极
的作用。”

陪同总统出席会议的
除了由人类发展与文化
统筹部长穆哈基尔．艾芬
迪，还有印尼国家抗灾机
构(BNPB)主任苏哈里扬多
（Suha ryan to）少将和巴
厘省长瓦杨·考斯特（I 
Wayan Koster）。（v）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艾 尔 朗
卡·哈塔托（Ai r l a n g g a 
Hartarto）表示，东盟国家
正在经历加速数字化转型
的显著势头。

艾尔朗卡周三（25/5）
在出席主题“为所有人打造
的数字东盟”晚宴时的官方
声明中引述说：“这体现在
互联网用户在仅一年内增长
10% 以上。这已成为重振
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和
复苏的重要力量”。

艾尔朗卡与来自东盟的
部长们和其他战略伙伴讨论
该区域数字能力的预测和发
展的重要性，以便为社会各
阶层提供具体利益。

届时，艾尔朗卡就发表与
发展最快的东盟互联网市场
有关的闭幕词。该区域每天
有超过十万的新用户上网。

艾尔朗卡说：“预计在
这十年内，基于数字或互
联网的经济将为东盟国内
生产总值（GDP）贡献近1 

兆美元”。
值此之际，艾尔朗卡还

传达了东盟成员国在加速
区域数字一体化中的作用
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
府发挥作用，将东南亚数
字化的思维方式从监管者
转变为促进者和加速者。

他说：“作为参与G20 
论坛的东盟国家，印尼通
过担任G20主席国，寻求
鼓励发展理念并加速数字
化，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asp）

佐科威总统在巴厘接见赞比亚副总统2020年亚洲灾害风险管理论坛暨民防博览会会议

佐科威总统在巴厘岛参观印度尼西亚复原力之家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5-30℃

泗水 雨天 25-33℃

棉兰 雨天 24-33℃

登巴刹 云天 27-34℃

坤甸 云天 23-33℃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5月26日）

累计确诊 :6,053,670 例
疑似患者 ：   2,204 例
新增病例 :      246 例
累计死亡 :  156,556 例
累计治愈 :5,894,10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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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5月25日），佐科威总统参观在巴厘岛省巴东县在巴厘
岛艺术收藏馆举行的2022年亚洲灾害风险管理论坛暨民防博
览会会议（Adexco）期间展示的印度尼西亚复原力之家。

周三（5月25日），佐科威总统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会议中心 
(BNDCC)接见赞比亚副总统穆塔莱·纳卢曼戈。

【印尼CNN雅加达讯】
在2022年1月至4月期间，
我国从烟草消费税或卷烟消
费税中获得76.29兆盾。

该卷烟消费税，同比
去年的 5 8 . 2 5 兆盾增长 
30.98%。

周三（25/5），财政部
海关总署在APBN KiTa书
中引述的话表示，卷烟消
费税增长幅度受到增加今
年烟草产品关税政策影响
的支持。

烟草产品消费税的增

长还受到去年因第 5 7 /
PMK.04/2017号财政部长
条列，关于推迟使用消费
税胶带附件进行付款的工
厂企业家或消费税进口商
的消费税支付而导致的收
入溢出的影响。

总体而言，截至2022 年
4月，消费税收入达78.56 
兆盾，比去年同期增长
30.83%。

该消费税收入以卷烟
消费税为主。其次是2.19 
兆 盾 的 含 乙 醇 的 饮 料 

(MMEA)和400亿盾的酒精
或酒精饮料。

MMEA和酒精饮料消费
税的增幅分别为25.9%和
35.48%。

该增幅受到MMEA产量
增加的影响，尤其是国内
产量。来自国内企业的 
MMEA生产贡献最大，达 
99.0%。

消费税收入的另一个来
源是300亿盾的消费税行政
罚款以及100亿盾的其他消
费税。(asp)

截至2022年4月

我国从香烟消费税中获得76.29兆盾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表示
东盟正经历加速数字化转型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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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马鲁夫副总统透露

发展夏利亚银行业四大挑战
常受政府政策和国际情绪影响

不可被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所迷惑
2022年初至今，工业金属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

涨，使行业参与者和政府从国际市场矿业产品价格
的飙升中受益。

矿业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有多种原因。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缓解后，世界能源需求增加，工业机器随
着公共消费的增加开始轰鸣复工了。

因此，油价跟着上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
行动加剧了这种局面，因为据称乌克兰打算加入北
约（NATO），从而威胁到赤熊国的主权。

战事意外推高煤炭商品价格。因为对俄罗斯的
封锁行动导致其原油供应中断。发达国家被迫使用
燃煤发动机来应对世界石油供应的减少。

因认为煤炭是大气污染元凶,欧洲等发达国家的
煤电厂其实早已被关闭。如今，在冬天需要给家里
的“水壶”加热取暖的理由，成为这个蓝色大陆一
些国家再次利用煤炭的借口。

其结果，近期煤炭价格飙升到历史最高点，在
俄乌战争爆发后，一度触及每吨400美元的水平。
日前煤的价格是每吨416美元。

2022年1月至4月期间，各工业部门税收的激
增，证实了价格上涨带来的兴奋之情。增长最快的
是矿业税收收入，今年头4个月同比飙升259.5%，
扭转了去年同期的萎缩趋势。

与此同时，中央统计局(BPS)的记录显示，今年
头3个月里，采矿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
472.87兆盾。

在此期间，采矿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82%。
金属矿石行业在采矿行业中增长最快，在2022年第
一季度同比增长25.78%。

从事采矿业的发行人也获得了巨额利润。例
如，四家大型金属矿业公司，即多元矿业有限公
司（Aneka Tambang）、印尼Vale有限公司(INCO)
、Merdeka Copper Gold有限公司(MDKA)和锡矿
有限公司(TINS),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收入和利
润均呈正增长。ANTM在2022年第一季度收入最
高，达到9.74兆盾。然而，MDKA的收入同比增长
164.46%，达到1.2309亿美元，今年头3个月实现
利润6965万美元。

在盈利能力方面，TINS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年度利润或净利润同比飙升5716.83%，达到
6014.6亿盾，其增长率超过了ANTM的利润(同比
增长132.46%，至1.46兆盾)和INCO的利润(同比
增长100.8%，至6765万美元)。

然而，本报认为，矿业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
能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因为金属产品通常会受到政
府政策变化和国际情绪变化的影响。

这些预测与世界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的预测一
致。短期内，整个工业金属仍将承受沉重压力。

美国货币紧缩政策、欧洲经济步履蹒跚以及中
国新冠肺炎疫情封锁，可能会影响全球对金属的需
求。因此，这些商品存在着价格修正的风险。

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政府不应满足
于为国家创造附加值的下游项目。原因是政府的目
标到2024年，有多达53个矿产品加工和精炼设施（
冶炼厂）投入运营。

上述目标包括4个铜冶炼厂、4个铁冶炼厂、2个锰
冶炼厂、2个铅和锌冶炼厂、30个镍冶炼厂和11个铝
土矿冶炼厂。政府不可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忘乎所
以，为增加国家财政的金库而大开出口水龙头。

副 总 统 在 周 三 于 雅
加达举行的2022年印尼
夏利亚银行协会（As-
b i s i ndo）开斋节恳亲会 
（Halal Bilhalal）活动
上的虚拟演讲中说：“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国家，我国有很
好的机会在夏利亚经济
和世界清真产业中发挥
积极作用，其中之一就
是通过加强夏利亚银行
业。但是，我们不能否
认发展夏利亚银行业仍
然面临许多挑战”。

副总统表示，第一个
挑战是夏利亚银行对国
家银行的市场份额仍然
很小，为 6.74%。

为此，副总统表示，

监管机构和夏利亚银行
参与者需要付出额外努
力，以增加未来夏利亚
银行的市场份额。

第二个挑战是目前正
在改变金融商业模式的
各种创新和数字化的存
在。

据副总统称，夏利亚
银行业必须能够采取适
应性措施来满足客户对
快速、简便、廉价和安
全产品服务的期望。

第三，分拆或分离夏
利亚业务单位（UU S）
的义务。他强调，随着 
UUS 分离的最后期限在 
2023 年到期，夏利亚银
行业需要为分拆准备战
略和企业行动。

他解释说：“对于现
在准备就绪的 UUS，必须
继续鼓励和协助它进行分
拆。同样，对于想要完全
转变为伊斯兰教法银行的
母公司 UUS”。

第 四 ， 夏 利 亚 银 行
对中小微企业参与者的
党派关系必须按规定获
得足够的份额，以便在
经济资源公平分配的背
景下实现夏利亚经济原
则。

副总统表示，面对这
些挑战，夏利亚银行业
需要继续转型，特别是
在加强商业模式、增加
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
优化技术使用、加快夏
利亚金融知识和包容性
等方面。

副总统解释说：“通
过这些多方面的努力，
希望实现夏利亚银行业
的加速发展，以改善国
民经济”。（asp）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我国副总统马

鲁夫·阿敏（Ma’ruf Amin） 表示，印

尼夏利亚（伊斯兰教法规则）银行业的

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我国副总统马鲁夫·阿敏

【安塔拉通讯社】我国
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
迪（Retno Marsudi）与联
合国官员举行多次双边会
晤，讨论有关乌克兰局势
和解决俄乌战争的努力。

蕾特诺外长在巴厘岛
努沙杜瓦举行的全球减
少灾害风险平台（G P -
DRR）第七届会议期间会
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阿
米娜·穆罕默德（Ami-
na J. Mohammed）、
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
拉 · 沙 希 德 （ A b d u l -
la Shah id）、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顾问赛马·
瓦兹德·侯赛因（S a i -
ma Wazed Hossa in）
等。GPDRR会议于5月23
日至28日举行。

在与联合国副秘书长
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会晤
中，蕾特诺外长讨论有关
俄乌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包括粮食和能源危机的威
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在这种情况下，她担
忧战争对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的影响，这
将离目标更远。

蕾特诺外长重申印度尼
西亚关于每个国家尊重其
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
要性的一贯立场原则。她

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战争
缺乏有利环境表示担忧。
因此，蕾特诺外长说，各
方有责任做出贡献，以便
立即创造有利环境，使和
平解决战争的谈判能够进
行并取得良好结果。

此外，蕾特诺外长认
为多边主义机制正面临俄
乌战争的巨大挑战。她表

示，单边主义的做法越来
越突出，在联合国或其他
国际组织对决议案文的各
种讨论中，要么接受要
么放弃（take it or leave 
i t ）的做法也越来越普
遍。为此，她希望联合国
能够继续努力，让多边主
义机制为所有成员国良好
运转。

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
拉·沙希德对印尼在G20
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
赏，特别是在面临巨大挑
战的情况下，印尼至今仍
能够让G20系列活动顺利
进行。

在这些会议上，联合
国官员再次对印度尼西
亚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
取得的成功表示赞赏。
今年举行的全球减灾平
台第七届会议，是大流
行病期间参加人数最多
的会议之一。（pl）

蕾特诺外长与联合国官员会晤

讨论有关俄乌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蕾特诺外长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举行的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
台（GPDRR）第七届会议期间，与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
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举行双边会晤。

【印尼CNN新闻网】宪
法法院（MK）院长安瓦
尔·乌斯曼（Anwar Us-
man）于5月26日正式与佐
科威总统妹妹Idayati结婚，
他们俩直接领取新家庭成
员卡（KK）和电子身份证
（E-KTP），内政部人口和
民事登记局（Dukcapil）局
长Zudan Arif Fakrullah出席
婚礼时向他们提交电子身
份证和家庭成员卡。

据悉，这对夫妻的婚礼

于昨日在梭罗市顺利进行
婚礼，不过昨天是他们喜
结良缘的美好日子，有情
人终成眷属。因为Idayati的
爸爸已去世了，致使佐科
威总统成为安瓦尔与Iday-
ati的婚姻监护人，并代替
Idayati爸爸位置。

Zudan Arif Fakrullah称，
进行婚约后颁发电子身份证
和家庭成员卡在梭罗市是照
常的事情，梭罗市政府与宗
教事务办事处（KUA）一致

合作发布Berkah Nikah项目，
这意味着刚结婚的夫妻可
以立即接受新的家庭成员卡
和电子身份证。民众在梭罗
市举行婚礼后可以接受结婚
证、家庭成员卡和电子身份
证，致使社会大众不必在梭
罗市职业和民事登记办公室
（Dispendukcapil）处理新的
家庭成员卡和电子身份证。

出席安瓦尔与Idayati的
婚礼的内阁成员，其中有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

特·班查伊丹（Luhut Bin-
sar Pandjaitan）、司法人权
部长亚索纳·劳利（Yasonna 
Laoly）、公共工程与住房部
（PUPR）部长巴苏基.哈迪
慕里约诺（Basuki Hadimuljo-
no）、交通部长布迪 ·卡利
亚·苏玛迪（Budi Karya Su-
madi）、国家警察总长李斯
蒂奥·西吉特（Listyo Sigit 
Prabowo）警察上将和肃贪会
（KPK）主席菲尔利巴胡里
（Firli Bahuri）。（yus）

安瓦尔与Idayati于昨日完婚

领取新家庭成员卡和电子身份证

【印尼CNN雅加达讯】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
dymyr Zelensky）将于周五
（5月27日）在印度尼西亚
外交政策共同体（FPCI）举
办的视频论坛上向印度尼西
亚人民致意。

FPCI创始人迪诺·帕蒂·
贾拉尔（Dino Patti Djalal）
证实了这一点。迪诺周四
（26/5）说，这次活动是
泽连斯基总统在俄乌战争之
际，第一次直接向印度尼西
亚和东南亚人民打招呼。

迪诺说，印尼人民需要
清楚地了解正在乌克兰发生
战争的真实情况。公共论坛
很重要，因为这是泽连斯基
总统第一次在欧美圈外进行
外联。

迪诺希望，泽连斯基的
言论能被印尼和东南亚其他
社区听到。他说，乌克兰发
生的事情对包括印尼在内的
世界各国，无论在政治或经
济上都产生了系统性影响。

迪诺解释说，俄乌战争

确实在印尼引发了争议。
但是，印尼民众确实需要意
识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
印度尼西亚的神圣原则直接
相关：独立、主权、民族团
结、外部干预, 人道与民
主。

自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
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乌
克兰一直举行零星会谈。然
而，一系列的对话并没有产
生实际的结果，尤其是关于
终止入侵的问题，直到最终
双方决定停止谈判。

即便如此，泽连斯基坚持
认为，如果不涉及某种外交，
就不可能停止战争。尽管国际
制裁和抵制如狂风骤雨，俄罗
斯仍在攻打乌克兰。

俄罗斯5月20日声称，
在 控 制 了 亚 速 钢 铁 厂
（Azovstal）后，俄罗斯已
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
港口城市取得了重大胜利。
亚速钢铁厂是成为乌克兰军
队在港口城市的最后一个防
守据点。（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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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至5
月26日，过去24小时，印
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246
例，雅京特区仍成为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的地
区。截至5月26日，全国累
计病例为6,053,670例。过

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3例，累计死亡病人数
156,556例；新增治愈出院
病例243例，全国累计治愈
患者达5,894,103例。截至
5月26日，现有治疗中活跃
病例为3011例，病毒检测
样本57,903人，单日病毒
检测阳性率为0.42%，全
国疑似患者为2204人。

过去2 4小时，雅京特
区新增病例 1 2 4 例，其
次西爪哇省新增2 6例，
接着万丹省新增2 6例，
中爪哇省新增1 5例，东
爪哇省新增1 3例，巴厘
岛新增病例1 2例，日惹
特区新增4例，西巴布亚
新增4例，廖内省新增3
例，苏北省新增2例，占

碑新增2例，苏南省新增
2例，亚齐新增2例，楠
榜新增1例，

东努省（NTT）新增1
例，西加省新增1例，南
加省新增1例，东加省新
增1例，北加省新增1例，
中苏省新增1例，南苏省
新增1例，马露姑省新增1
例。（v）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将通过视频向印尼和东南亚人民致意

新增病例246例 活跃病例3011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6053670例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财政部长丝莉·穆
莉亚妮（Sri Mulyani 
I n d r awa t i）称，截至今
年5月13日，国民经济复
苏的预算落实达8 0 . 7 9
兆 盾 ， 占 2 0 2 2 年 配 额
455.62兆盾的17.73%。

她周一（23/5）在雅
加达举行的APBN KiTA

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次处理冠状病毒（COV-
ID-19）和国民经济复苏
是最后一年”。

丝莉详细说明，该落
实包括 51.09 兆盾用于
社会保护，占154.76 兆
盾上限的 33%，其中包
括为1000 万受益家庭 
(KPM) 提供14.24 兆盾

的家庭希望计划 (PKH) 
.基本食品卡计划为1880 
万KPM 提供 18.8 兆
盾，为 2030 万 KPM 提
供食用油 6.1 兆盾的
直接现金援助 (BLT)，
为 650 万个家庭提供 8 
兆盾的乡村直接现金援
助。

为 街 头 小 贩 和 摊 位 

(BT-PKLW) 提供的现金
援助为 1.6 兆盾至 99
万2000家街头小贩和 88 
万渔民，以及 2.4 兆盾
给 66万5600人的就业前
卡。

除了保护社区外，还
包括加强经济复苏的国
民经济复苏计划的落实
达178.32 兆盾上限的 

8.1%或14.48 兆盾。
该加强经济复苏的落

实包括 0.19 兆盾的旅
游计划、0.85 兆盾的
信息通讯技术、以利息
补贴和担保费（IJP）形
式的中小微型企业支持 
8.14 兆盾和 5.2 兆盾
的税收优惠。

最后，对于卫生部门

的落实只达15.21兆盾或
占122.54 兆盾上限的
12.42%。

卫生部门的落实旨在
支付11.6兆盾的患者索
赔、1.59 兆盾的卫生工
作者激励、1.2 兆盾的
卫生税收刺激和 0.8 兆
盾的处理冠状病毒疫情
的乡村基金。（asp）

截至2022年5月13日 国民经济复苏落实达80.79兆盾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
构（BKPM）主任巴赫利
（Bahlil Lahadalia）表
示，政府将立即制定有关
禁止出口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EBT）的法规。

他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
界经济论坛（WEF）时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
将很快制定规则，因为已
经通过与总统举行会议上
决定的。”

他认为，当新政策已
确定后，将对已发布的商
业执照进行评估，但他确
保，到目前为止，政府还
没有颁发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出口许可证。

“已发布的商业执照将
受评估。据我所知，还没
有颁发出口许可证。这一

向以来，我仅发布了地点
许可证，还没有发布出口
许可证，”他这么说。

他解释说，禁止出口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想法
是最近在美国举行东盟—
美国特别峰会期间出现
的。他续说，这个想法是
为了保护我国不被其他国
家利用而提出的。

“之前我们仍在寻找
与摸索。但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东盟—美国峰会时，
我恰好陪同总统。这时我
们维护政府的疯狂想法出
现。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
国家，不要被人利用，”
他称。

巴赫利强调称，禁止出
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国内对
电力的需求。

不过，他声称，禁止向
世界或任何国家出口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禁令，并不
意味着我国停止投资发展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我们在20 2 5年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
必须增至23%至2 5%。

甚至，我们已经承诺，在
2050年至2060年期间实现
零排放。所以，希望愿意
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投资的朋友们，请你们
在廖内群岛省投资，但我
们不出口到其他国家，”
他称。(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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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瑞士达沃斯举行
WEF论坛时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国家新首都是
我们在WEF论坛上讨论的
其中一个问题。我们已
经与几位投资者谈论有
关国家新首都的问题。
我们必须实现该国家新
首都的建设，并必须确
保佐科威总统的命令和
计划能够实现。”

虽然已经与投资者会
面，并讨论了兴建国家

新首都相关的机遇，他
确认，至今还没有达成
任何投资协议，但他肯
定企业家在该论坛上对
Nusan t a r a国家新首都建
设的兴趣很大。

“ 若 问 及 投 资 者 的
兴趣如何？他们参与建
设 国 家 新 首 都 很 有 兴
趣，但尚未在这次举行
的论坛上落实他们的计
划，”他阐述。

他解释说， 2 0 2 2 年

WEF成为我国向世界经济
论坛推介各种利益和信
息的活动。

更何况，此次2022年
世界经济论坛的契机恰
逢今年我国担任G2 0轮
值主席国。我国不想错
过向世界解释有关我国
成功控制疫情、经济复
苏，及实施环保投资政
策的机会。

“G20的主题是共同迈
进、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后一起复苏。这是我
们向全球解释我国能够
控制大流行、经济如何
增长，及环保投资政策
的战略方向，及绿色能
源的契机。将采取的具
体步骤是什么，及有什
么样的合作，”他称。

我国的重点是推广国

家利益，为此，他称，
若 在 论 坛 上 建 立 共 同
点，未来将达成的协议
将带来成果。

“若有适合我们建立
新业务的伙伴，我们会
邀请他在国内投资，”
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马鲁夫（Ma'ruf Amin）
副总统表示，虽然将面临
粮食危机，但我国可以借
此机会出口清真食品。

他在雅加达T h a m r i n 
C i t y对记者说：“现在
面对粮食危机的问题，
为此，我们有巨大机会
出口产品，特别是饮食
产品。”

他出席20 2 2年全球伊
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 
Repo r t）、主持“印尼清
真中心”启用仪式、推出
关心清真产品的现代零售
运动和“HALIV清真扫描
仪”的应用程序后作上述
表示。

“事实上，我们正在
发展清真食品的库存。
这 已 经 开 始 增 加 。 其
实，我们有很多产品，
但标准必须加以策划才
能与出口品竞争。仅此
而已，”他阐述。

根 据 2 0 2 2 年 全 球 伊
斯兰经济状况报告称，
在202 1年19亿穆斯林居
民为消费饮食支出大约

1.27兆美元。
我国清真食品的市场

份额最大，达到14 6 7亿
美元，其次是孟加拉国，
达到12 5 0亿美元、埃及
达到1201亿美元、巴基斯
坦达到877亿美元，及尼
日利亚达到862亿美元。
此外，世界上前五位清真
食品出口国分别是巴西，
出口额达到165亿美元、
印度出口额达到154亿美
元、美国出口额达到132
亿美元、俄罗斯出口额达
到127亿美元，及中国出
口额达到95亿美元。

“我看到了，我们的
产品已经进军零售市场。
若已经进入现代零售市
场，这意味着已经做好准
备出口产品。包装已经很
好、持有证书，其质量也
可以说已经满足条件。为
此，我们先推动进军现代
零售市场、国内市场，才
将引导进入出口市场，”
他称。

副总统声称，在面对粮
食危机，正是我国进军清
真食品市场的机会。

“这是我们发展产品的
正确契机，因此，实际上我
们已经有资金，仅我们如何
提高数量，我国产品已经很
多了，”他这么说。

他还对零售商销售我国
清真产品的努力表示赞赏。

“他们的商店在每个
城市和每个地区销售，还
有清真扫描，因此可以检
查正确性和原创性。我已
经尝试过是否具有清真认
证，可以通过条码直接识
别，”他如斯说。

根据相同的数据，清真
食品行业上升至第二位，
达到1.26兆美元。

“清真食品领域受到
关注是因为现在世界正面
临同样的问题，即粮食安
全。气候危机和地缘政治
条件引起的价格上涨和供
应链中断，反而使伊斯兰
会议组织内部有机会提高
贸易额、对粮食研究和技
术创新进行投资，及数字
化清真可追溯系统，”他
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
电公司于2021年全年获得净
利润13.17兆盾（经审计），
与2020年的净利润仅达5.99
兆盾比较，增长54.5%。

国电公司总经理达尔玛宛
（Darmawan Prasodjo）称，
净利润是因电力销量增长，
以及通过各行业的转型计划
创造创新，使效率提高。

他于24日在雅加达发布
的书面声明中说：“国电
正在进行转型，使公司更
健康，能够更灵活地执行
国家授权为客户提供电力
服务，并能够更快地响应
各种商业机会。”

达尔玛宛解释说，尽管
印尼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
经济放缓，但转型计划成功
地将2021年的电力销售量比
上一年提升5.08%。

据他介绍，销量增长
高于经济增长3.69%是创

新和效率成功的证明，因
此电力销售增加13.96兆
盾，或达到288.86兆盾。

20 2 0年，国电公司的
电户总数79 0 0万户，于
2021年增至8250万户。这
与2020年的供电容量14万
3159兆伏安（MVA），与
2021年增至15万1985兆伏
安同步。

20 2 1年，国电已向此
前没有电的偏远村庄提供
电力。这将使电气化率从
2020年的99.2%，于2021
年提高到99.4%。

除此之外，在过去两年
中，国电还成功地提早偿还
总额52.48兆盾债务，使未
偿还贷款总额显着减少。

“公司采取的措施能够
减轻公司在2021年的财务
压力，使财务负担比2020
年下降7.04兆盾或25.7%
，”达尔玛宛说。(er)

【安塔拉社瑞士达沃斯
讯】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
机构（BKPM）主任巴赫利
（Bahlil Lahadalia）代表我
国政府，与瑞士联邦委员
兼经济事务、教育与研究
部部长居伊·帕默林（Guy 
Parmelin）签署双边贸易和
投资合作延期协议。

当地时间5月24日晚，巴
赫利在瑞士达沃斯签署协议
后说：“我签署了自1974年
开始执行，并于2006年到期
的印尼和瑞士政府之间的合
作延期协议。”

两国在贸易和投资等几
个方面达成共识。巴赫利
表示，瑞士是全球十大投
资目的地之一。这一成就
是前所未有的。 瑞士也以
其技术而闻名，该技术非
常出色，在世界上的市场
相当不错。

“协议的内容之一还涉及
投资者的确定性和安全性，
无论是印尼对瑞士，或瑞士
对印尼的投资，”他说。

巴赫利还感谢印尼驻瑞
士大使Muliman Hadad，在外
交部和贸易部的陪同下，密
切关注谈判的进展。

他进一步透露，为解决
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两
国需要进行彻底的谈判和
讨论，所以两国未能立即

延长协议。
“第一，倘若如果发

生战争，投资由谁负责。
第二，若发生不可抗力的
重大不利事情，应由谁负
责，”他说。

第三点是印尼投资者进
入瑞士市场，两国是考虑
印尼投资者要求获得公平
公正的对待。

此外，投资部长巴赫利
也会见一家希望在使用与Air 
Products相同气化技术方面进
行合作的瑞士公司代表，预
期诸如俄乌战争的影响。

“这家公司正在寻找一
个可以生产天然气的国家，
而我国正在推动煤炭下游产
业，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问题，”巴赫利解释。

据他介绍，让一家瑞士
公司与印尼合作是一个很好
的步骤，这样在未来期间，
我国可以对几个欧洲国家更
加开放，让我国的投资不仅
仅由一个国家控制。

“若我国的政治是自
由活跃的，经济也将是如
此。我国一定不想把投资
项目受某个国家控制。只
要他们愿意遵守我国现行
的规则，我国就开放，外
国投资者必须愿意与地
区、大城市的中小微型企
业合作，”巴赫利说。(er)

我国在2022年WEF论坛

兜揽国家新首都建设项目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投资部长兼投

资统筹机构（BKPM）主任巴赫利（Bahlil 

Lahadalia）表示，政府在瑞士达沃斯举行

的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WEF）上讨论和

兜售有关“努山达拉”（Nusantara）国家

新首都的建设项目。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
(BKPM）主任巴赫利致辞。

马鲁夫副总统称在危机期间

我国可借此机会出口清真食品

图为马鲁夫（Ma’ruf Amin）副总统在雅加达Thamrin City试
用“HALIV清真扫描仪”的应用程序之情景。

巴赫利称政府将立即制定

禁止出口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规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主任Bahlil Lahadalia在瑞士达沃斯举
行世界经济论坛（WEF）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一瞥。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芬兰一家建材技术
企业Betola rs介绍低碳和
可持续的混凝土产品。
这种产品非常符合位于
兴建东加省的Nusan t a r a
首都，将打造成绿色环
保城市的愿景。

芬兰经济事务部副部
长Ann-Mari Kemell在
Be t o l a r于24日发布的书
面声明中说：“芬兰鼓
励在各个领域可持续创
新。Betolar将为印尼建筑

业提供的低碳解决方案，
是在快速增长市场中的循
环经济典范。”

本周二，能源与矿产
资源部与芬兰经济事务与
就业部签署了关于在可持
续、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以及在提高能源效率
进行更深入合作潜力的谅
解备忘录。

Kemell续说，针对打造
成绿色环保城市的东加省
的印尼新首都Nusantara建
设，芬兰将继续关注两国

的合作前景。
“ 印 尼 有 计 划 在 东

加省兴建N u s a n t a r a 新
首都。这个新的首都城
市将采用智慧城市的概
念，并将可持续、统一、
互联互通的原则放在优先
地位。芬兰将密切关注事
态发展，大力支持芬兰企
业参与这个330亿美元的
项目，”她说。

Betolar公司的Geoprime
产品是利用工业废料作为
原料的水泥替代品，可用

于生产耐用、可持续和低
碳的混凝土。

因此，在各行业可以
进行绿色转型，并使混凝
土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建筑
材料，与传统水泥相比，
能源需求要少得多。

Betolar亚洲区主管Juha 
Pinomaa称，Geoprime 有
望应对建筑行业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的挑战。

“我们看到城市化迅
速发展，尤其是在东南
亚并不奇怪，那里的城

市化发展是世界上最快之
一，”他说。

他声称，Be to l a r称已
与印尼的客户进行耐久
性测试，以确保生产高
质量的混凝土，同时考
虑到当地工业的气流和
各种气候条件。

“B e t o l a r s拥有一支
知识丰富、具有当地经
验和雄心壮志的团队，
可以帮助过渡到环保建
筑材料，”Be t o l a r东南
亚业务发展总监M a t t i 

Naakka说。
与此同时，印尼政府

制定了三项商业和经济战
略，其中之一是发展绿色
经济。

我国需要减少全社会
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在
2060年或更早之前实现碳
中和。

我国还承诺到2030年
利用国家资源将排放量减
少26%，如果得到国际支
持与合作，排放量将减少
41%。(er)

为建设环保城市需要 芬兰企业介绍低碳混凝土产品

同比增长54.5%

去年国电获净利润13.17兆盾

图为电工们正在电气基础设施安装电缆的情景。

我国与瑞士签署

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延期协议

印尼（巴赫利/右）与瑞士（居伊·帕默林）于5月24日在
瑞士达沃斯签署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延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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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587.50	 14737.50	

新币	 SGD	 10590.48	 10710.48	

港币	 HKD	 1847.86	 1887.86	

日元	 JPY	 112.73	 116.33	

欧元	 EUR	 15511.96	 15771.96	

澳元	 AUD	 10262.52	 10502.52	

英镑	 GBP	 18317.57	 18517.57	

人民币	 CNY	 2176.63	 2226.63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May	24.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0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6553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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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CY 买进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494.40

	 	

AUD	 10302.04	 10407.06

CNY	 2183.35	 2207.94

EUR	 15607.61	 15770.36

GBP	 18208.64	 18393.11

HKD	 1857.41	 1876.10

JPY	 114.41	 115.58

SGD	 10601.13	 10711.57

USD	 14579.74	 14726.27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5月25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883.50	 -0.44

	 1009.51	 -0.63

	 593.95	 -0.4

	 1681.64	 -0.11

	 1337.37	 -1.38

	 1257.63	 -0.16

	 687.41	 -0.09

	 914.53	 -0.39

	 1538.49	 0.69

	 1469.37	 -0.9

	 703.89	 -0.22

	 7632.27	 -0.12

	 919.57	 0.15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黄金行情
5月25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365.000	盾卖出	 4.73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780.000	盾卖出		 9.4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6677.80		 跌	 70.34

韩国综合	 2617.22		 涨	 11.35

香港恒生	 20171.27		 涨	 59.17

上海综合	 3107.46		 涨	 36.54

欧股

英国FTSE	 7497.71		 跌	 13.36

德国DAX	 13885.51		 涨	 34.24

法国CAC	 6230.96		 涨	 22.18

荷兰AEX	 678.16		 涨	 1.72	

Http://tw.stock.yahoo.com	25/5/2022	19:06

美股

道琼工业	 31928.62		 涨	 48.38

那斯达克	 11264.45		 跌	 270.83

S&P	500	 3941.48		 跌	 32.27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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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1	 HRUM	 11075	 10425	 -650	 -5.87%	 15841300	 169149257
	 2	 GEMS	 6575	 6125	 -450	 -6.84%	 84600	 519105
	 3	 TGKA	 7400	 7000	 -400	 -5.41%	 11800	 84072
	 4	 DCII	 36000	 35700	 -300	 -0.83%	 400	 14310
	 5	 CMRY	 4290	 4000	 -290	 -6.76%	 2448100	 9966061
	 6	 AALI	 12250	 12000	 -250	 -2.04%	 1370700	 16640127
	 7	 INCO	 7850	 7600	 -250	 -3.18%	 35376800	 270751665
	 8	 ARTO	 7900	 7675	 -225	 -2.85%	 21427300	 163745042
	 9	 BEBS	 4520	 4320	 -200	 -4.42%	 62646200	 289275092
	10	 TCID	 5400	 5200	 -200	 -3.70%	 17200	 88927

	 1	 BYAN	 51775	 52800	 1025	 1.98%	 63200	 3313895
	 2	 BRAM	 11800	 12450	 650	 5.51%	 800	 9945
	 3	 INDR	 9275	 9900	 625	 6.74%	 662700	 6465680
	 4	 NFCX	 8325	 8800	 475	 5.71%	 566500	 4991477
	 5	 TCPI	 9750	 10100	 350	 3.59%	 9499500	 94512010
	 6	 ADES	 5950	 6200	 250	 4.20%	 1627200	 9486030
	 7	 EDGE	 19200	 19400	 200	 1.04%	 2000	 38207
	 8	 LPGI	 10000	 10200	 200	 2.00%	 2700	 27180
	 9	 LTLS	 1305	 1480	 175	 13.41%	 4566100	 6514059
	10	 ITMG	 33050	 33200	 150	 0.45%	 4143500	 137614587

【本报讯】周三（25/5）综合股价指数（
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综指下
落30.72点或-0.44%，至6883.423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下落30.637或-0.44%，报
收于6883.504点。	 LQ-45指数下落6.42点
或-0.63%，报1009.514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下落70.34
点或-0.26%，报26677.80；香港指数上
升59.17点或0.29%，报20171.27；上海
指数上升36.54点或1.19%，报3107.46；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15.46点或-0.48%，报
3179.58。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139万6096次，有249亿2759万7624份股
票易手，总值14兆9458亿1657万8128盾。涨
价的股有204种，落价的股有330种，255份持
平。外资净购1435亿4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B Y A N ( B a y a n 能
源公司股 )涨价 1 0 2 5 盾，现价 5万 2 8 0 0
盾；BRAM（Indo	 Kordsa股）涨价650
盾，现价1万2450盾；INDR（I n d o-R ama	
S y n t h e t i c s 股）涨价6 2 5盾，现价9 9 0 0
盾；NFCX（NFC	 Indonesia股）涨价475
盾，现价880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HRUM（Harum股）落
价650盾，现价10425盾；GEMS（Go l d e n	
Energy	 Mines股）落价450盾，现价6125
盾；TGKA（Tigaraksa	 Satria股）落价400
盾，现价7000盾；DCII（DCI	 Indonesia股）
落价300盾，现价3万5700盾。

盾币增值43盾
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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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8盾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4661盾，盾币增值43盾。（asp）

综指下落30点至6883.504点

1美元兑14618盾

至于商业银行的盾
币存款，包括数字银
行在内，当局担保的
是存款的最高利率为
3.5%的，而外币存款
为0.25%。

存款担保机构委员
会主席	 Purbaya	 Yudhi	
Sadewa周三（25/5）
在雅加达举行的关于存
款担保机构担保利率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只
要数字银行提供低于存
款担保机构担保利率的
利率，我们就会对其进
行担保。数字银行也需
要参与	 存款担保机构
担保计划，因此它们需
要支付保费”。

到目前为止，他评
估的确有相当多的数字
银行提供高存款利率，

但只要该银行向客户解
释，存款担保机构担保
不担保高于LPS利率的利
率，并不会有问题的。

因此，目前存款担
保机构将重新审查提供
高利率的数字银行，甚
至高达	 8%	 或更高的
利率，呼吁他们向客户
提供有关其存款是否由
存款担保机构担保的信
息，因为仍然有很多客
户这样做不知道。

在传唤该数字银行
之前，Purbaya	 解释
说，存款担保机构将首

先发送一封上诉信。
他说：“方法是循

序渐进的，所以给高利
息对他们来说真的没有
问题。但不应该是客户
不知道，数字银行的利
率高于存款担保机构保
证利率，他们的存款自
动没有担保“。

存款担保机构委员
会成员兼执行主任拉娜
（Lana	 Soelistianing-
s ih）补充说，希望客
户将更积极地询问他们
在银行的存款是否得到
保证。

拉 娜 在 同 一 场 合
说：“客户有权就此提
出问题”。

据她说，到目前为
止，包括数字银行在内
的还有多家银行的存款
利率高于存款担保机构
担保利率。

然 而 ， 据 观
察，2022年4月8日至
202 2年5月17日期间
的平均存款市场利率	
(SBP)	下降两个基点至	
2.36%，或仍低于当前
有效的存款担保机构担
保利率。（asp）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存款担保机

构（LPS）将传唤对高存款利率的信

息不透明的数字银行。

存款担保机构将传唤

高利息不透明数字银行

简讯

美元脱离一个月低位
国际金价走低

周三(5月25日)，国际金价走低，
脱离隔夜创下的5月9日以来新高
1869.59美元/盎司，有望结束此前
五个交易日连涨势头，因美元指数
收复部分失地，远离隔夜录得的4月
26日以来低点101.643。

北 京 时 间 1 5 : 1 7 ， 现 货 黄 金
下跌0 . 4 1%至1 8 5 8 . 7 2美元/盎
司 ； C O M E X 期 金 主 力 合 约 下 跌
0.44%至1857.1美元/盎司；美元指
数上涨0.34%至102.109。

美国欲堵上对俄制裁一大漏洞
国际油价上涨逾1%

因西方继续强化封堵俄罗斯原油
出口，美国官员欲阻止印度低价购
买俄罗斯石油，周三(5月25日)，国
际油价上涨逾1%。且美国驾驶季即
将开启，美国人无视汽油零售价格
飙升。全球供需形势进一步趋紧。

北 京 时 间 1 6 : 5 4 ， N Y M E X 原
油期货上涨1 . 1 9%至 1 1 1 . 0 8美
元/桶； I C E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1.15%至114.86美元/桶。

【Kontan网雅加达讯】
大银行在冠状病毒（Cov-
id-19）大流行开始时陷
入低迷后获得更高利润的
能力。这反映在股本回报
率	 (RoE)	 或银行净利润
与其自有资本之间的比较
中。

RoE	 比率是股东和潜在
投资者衡量银行赚取与股
息支付相关的净利能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与资本相比，万自立银
行（PT	Bank	Mandiri	Tbk）
在2022	 年首季度被记录
为我国最大的净利润生产
商。尽管产生的净利润
仍低于印尼庶民银行（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Tbk/
BRI)，但该银行的	 RoE	 最

高，为	18.11%，较去年同
期的11.86.%上升6.25%。

万自立银行的利润与
资本比率甚至超过大流行
前的比率。2018年该银行
RoE仅录得14.43%和2019
年14.02%。2020年下降到	
9.2%，2021	 年再次提高到	
13.48%	的水平。

今年首三个月，万自
立银行的净利达10兆盾。
与此同时，BR I的净利达
12.16	 兆盾。然而，这家
中小微型企业专业银行的
ROE	以	17.2%位居第二。
这去年同期的12.06%	 增
长5.14%。

7,2%.	 Ini	 naik5,14%	
dari	kuartal	I	2021	yang	ter-
catat	12,06%.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BCA)	的	
ROE	为16.8%，但仅比2021	
年3月的头寸增加1%。同
时，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Tbk/
BNI)	的	ROE	为	15.2%，
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
大幅增长5.	5%。

今年首季度国家储蓄银
行（PT	Bank	Tabungan	Negara	
Tbk/BTN）的资产负债表	
RoE	 为	 14.42%，比	 2021	
年同期增长	1.86%。

BTN	 的第一级	 RoE	 达
到	 16.91%，比去年同期增
长1.79%。与此同时，联
昌国际商业银行（PT	 CIMB	
Niaga	Tbk）的	RoE	同比增长	
1.3%	至	11.8%	的水平。

印尼庶民银行企业秘书
Aestika	 Oryza	 Gunarto解释
说，该银行RoE的高增长离
不开今年首三个月该银行
净利同比增长78.1%的快
速增长。

该银行拟定指标，截至
今年年底	RoE保持在16%-
17%的范围内。	 BRI	 已制
定4项主要战略以保持盈利
能力。

至于长期目标，BRI	的目
标是到2025年其净利与权益
比率达到	19%。

BTN	 还将继续努力通过
提高	RoE	为投资者提供相应
的回报。	 国家储蓄银行董
事总经理Haru	 Koesmahargyo	
表示，该银行始终将	RoE	目
标置于股权负担之上。

2022年首季度，BTN的
股权成本达到12%左右。
同时，净资产收益率收于	
16.9%。	Haru	表示，RoE	将
持续保持在该水平。

BNI	 也将继续努力在	
2025	年将	RoE	提高到	18%	
以上。为此，BNI	 将持续健
康地进行贷款扩张。未来五
年，贷款的目标是平均每年
增长	10%。

印尼国家银行投资者
关系董事副总经理	 Yudha	
Pradipta最近说：“我们将开
展的业务是整个债务人生态
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因此
它将鼓励	BNI	的所有客户交
易。这样，这不仅会产生利
息收入，还会产生基于费用
的收入（FBI）”。（asp）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截至2022年4月份，
国家储蓄银行（PT	 Bank	
Tabungan	Negara	(Persero)	
Tbk，股代号BBTN）记录
业务的积极增长，净利同
比增长52.22%。

根据该银行官方网站上

的月度财务报告数据，截
至2022年4月，这家住房
专业银行的净利达1兆盾，
比2021年4月的6585.2	 亿
盾有所增加。

国家储蓄银行董事总经
理Haru	Koesmahargyo	周三
（25/5）在雅加达的一份

声明中说：“该银行的净
利飙升是由于利息收入的
增加与利息支出的成功减
少相一致”。

该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同
比增长	31.03%，从	2021	
年4月的	 3.7	 兆盾增长到
今年同月的	4.86	兆盾。

同时，该银行的利息支
出从2022年4月的4.72兆
盾降至3.28兆盾，同比下
降30.48%。

该银行拟定指标，到今
年年底其净利有望增长在	
12%至14%的范围内。

为实现该目标，该银行

将专注于千禧年一代的住
房领域，优化该银行分行
作为销售和服务点，并发
展非补贴住房贷款业务。

此外，该银行还继续构
建住房及其供应链的数字
生态系统，加速业务流程
和资产销售。（asp）

2022年首季度 银行业股本回报率高

2022年4月份

国家储蓄银行净利达1兆盾增长52.22%

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股代号CSAP）在西爪哇省，芝比农区（Cib-
inong）开设第44家Mitra10和第18家Atria的超级商店。该芝比农Mitra10占
地2.1公顷。此前，于1月份在廖内省（Riau），北干巴鲁市（Pekanbaru）
开设Mitra10商店。这将实现 2022 年开设 4 家新 Mitra10 店的目标。
今年，该公司准备资本支出6000 亿盾。 80% 的资金用于发展 Mitra10 
和 Atria 现代零售业务。图为周三（25/5），从左至右：Atria首席营运
官助理Oktavianus Kusuma  、Mitra10营运经理Rully Diyantino、区域经理Al 
Gazali、营销和通讯经理Erick Koswara在芝比农区的Mitra10和Atria的新商
店开幕仪式后交谈。（商报/Hermawan摄）

CSAP加速扩展现代零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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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utra Agro Persada
公司总经理詹德拉.卡尔
亚.赫曼多（Tjandra Karya 
Hermanto）称，2019年至
2020年，世界棕榈生产量
下降，主要是我国，那是
因为2019年发生的缺水
（water deficit）因素。

Triputra Agro Persada
公司仍保持稳定的生产
水平，因为获得最佳施
肥、良好的农工实践和
棕榈作物正处于最佳树
龄的支持。

至2021年12月，根据
Triputra Agro Persada公
司记载，棕榈厂加工的
新鲜棕榈果串（TB S）
有所提高，不论是来自
内部的新鲜棕榈果串或
外 来 买 的 新 鲜 棕 榈 果
串。看到2020年至2021
年的良好季节状况，再
加上最佳树龄的棕榈作
物，Triputra Agro Per-
sada公司预期，2022年，
新鲜棕榈果串生产量有
可能飙升。

詹 德 拉 详 述 ， 今
年，Triputra Agro Per-
sada公司预测，核心棕榈

园的新鲜棕榈果串生产
同比提高至14%，接下
来，等离子棕榈果园的
新鲜棕榈果串生产同比
也增长14%和新鲜棕榈
果串加工增长13%。“
我们也公布，2022年，
棕榈原油（CPO）产量比
去年提高15%，但愿达
致的业绩符合我们所计
划的。”

根 据 公 布 的 公 众 数
据，Triputra Agro Per-
sada公司预测，2022年，
棕榈原油生产量成为97
万8000吨，2021年，该
公司的棕油实际产量为
85万吨或比2020年的84
万1000吨提高1%。

除此之外，T r i p u t r a 
Agro Persada公司也将调
高棕榈仁（PK）生产同
比至16%成为20万2000
吨，为能支持今年调高
生产量计划，T r i p u t r a 
Agro Persada公司在东加
里曼丹扩增1家棕榈厂。

Triputra Agro Persada公
司经理布迪亚尔多.阿巴
迪（Budiarto Abadi）称，
为能达致2022年的业绩

提高计划，Triputra Agro 
Persada公司兴建1家每小
时生产30吨的工厂。“
并定下指标，2022年第2
季，该棕榈厂也能建成，
以致，今年我们能够运
营18家棕榈厂，Triput ra 
Agro Persada公司旗下棕
榈厂的生产能力将成为每
小时980吨。”

他解释说，增建1家
价值为 1 2 0 0 亿盾的工
厂 ， 是 因 为 这 一 向 以
来，Triputra Agro Persada
公司的1家棕榈园生产的
新鲜棕榈果串向别的工
厂销售，为此，Triput ra 
Agro Persada公司经理部
决定，将在该棕榈园内

兴建工厂。
除此之外，T r i p u t r a 

Agro Persada公司也正在
中加里曼丹兴建棕榈仁油
（PKO）工厂和生物燃气
（biogas）厂，日产200
吨，定下指标，该工厂将
在2022年下半年建成，上
述2家工厂扩建议程是使
用今年的资本支出。

2022年，Triputra Agro 
Persada公司拨出5700亿盾
的资本支出。细节是，大
部分资本支出或61%供基
础设施建造融资，如公路
和住宅区，接下来，19%
供兴建新工厂，15%供重
新植株和还未生产的作物
（TBM）。 (sl)

【Bisn is雅加达讯】政
府设法提升皮革和制鞋业
领域的投资额更为现实。
但是，为达指标需有一些
条件才能实现。

在2022年第74号总统
法令有关国家工业政策
(KIN)，政府定下指标，
该领域在2022年至2024
年时期的投资指标每年为
21.7兆盾。

该指标可说是很高。因
为，皮革和制鞋业投资水
平约为每年1兆盾。最后
是在2017年，逐年增长达
四倍，投资总额达到7.62
兆盾。

根 据 投 资 统 筹 机 构
(BKPM)数据，2022年首
季制鞋业仅吸收投资额
超过1兆盾。该实际投资
额与去年同期1.1兆盾相
比差别不大。据印尼鞋
子工业协会(Ap r i s i n d o )

执行经理Firman Bakr ie
说，政府或企业至少需
要满足两个条件为实现
上述投资指标。

第一，需要刺激为提高
制鞋业产品销售增长，因
为受出口市场支配。

他透露，我国鞋类出口
额同比增长28.3%达到61
亿美元。“因为需求增长
和产能提高。以其他刺激
和政策，我们乐观可以吸
引全球投资。”

我国鞋类的产能尚未从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
响全面复苏。2020年鞋类
产品从正常产量每年10亿
双，仅生产20%至25%。

去年，鞋类产品产能仅
比2020年微升提高。

他说，去年产量增幅不
太显著，因为2020年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
的存货，需要在2021年投

入市场。
第二，本地鞋类产品原

料供应商需要更有雄心。
他认为企业家需要筹备资
金为研发，即创新产品和
成本。

他续说，企业必须敢于
增加投资为提高产能。“

迄今，以持观望态度等待
契机，企业只敢于小量生
产，以致成本更高，价格
变得更贵。”

通过执行以上两个条
件，他乐观政府提高皮革
和制鞋业领域的投资指标
可以实现。(lcm)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Sawit Sumbermas 
Sarana（SSMS）公司正在
研究，兴建新工厂提高产
能的计划，但该扩展计划
不会在今年实现。

Sawit Sumbermas 
S a r a n a公司总经理纳萨
鲁汀 .宾 .纳西尔 .纳萨
尔（Nasarudin Bin Nasir 
Nasar）称，目前，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
的棕榈厂时产能力 5 4 0
吨。“我们预计，如果目
前的生产能力不足的话，
依计划将增加1家工厂，
但不会在今年实现。”

作为信息，Sawit Sum-
bermas Sarana公司的商业
活动受到9家子公司运营8
家每小时产能540吨的棕
榈厂和1家生物燃气（bi-
ogas）的支持，该公司运
营2 3家核心和等离子棕
榈园，种植面积达到8万
1168公顷（ha）。

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经营管理的主
要种植园，面积为1 1万
5649公顷，大部分地区是
矿物地的性质，平地，以
及拥有土地准证和地点有
战略性，拥有足够的支撑
基础设施。

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运营中心是在
中加里曼丹，所有的资产
集中于6 0公里半径范围
内，其棕榈园座落于Raya 
Trans-Borneo公路旁，地
点临近Kuma i港口和接近
中加里曼丹Pangkalan Bun
的Iskandar飞机场。

纳萨鲁汀解释说，去年

整年，Sawit Sumbermas 
S a r a n a公司能生产4 4万
4720吨棕榈原油（CPO）
或比2020年的44万8185吨
稍微下降0.77%，2021年
的生产量在预定生产指标
52万7425吨之下。

2021年的棕油生产量降
低，主要原因是SSMS公司
从外购买相当多的新鲜棕
榈果串（TBS），以及很
高的雨水量，以致对棕榈
树施肥过程造成影响，最
后也妨碍生产量。

SSMS公司CFO叶.哈多
诺（Jap Hartono）解释
说，去年，根据SSMS公
司记载，棕榈原油销售比
2020年的3.66兆盾提高
20.20%或4.4兆盾。

根据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记载，棕榈仁
（PK）销售也比2020年的
1263.2亿盾提高90.68%
成为240 8 . 8亿盾。“也
令人骄傲的是棕榈仁油
（PKO）销售也比2020年
的2570亿盾提高90.68%
或成为4140亿盾。”

哈多诺强调说，Sawi t 
Sumbermas Sarana公司
承诺，将持续提高产品
质量，作为更广大的打
开市场份额措施之一，
更好的产品质量，当然
也将提高SSMS公司的竞
争力，尤其是在竞争激
烈的出口市场。

除此之外，在商业策
略事项，比起开拓新的
土地，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更选择收购农
园或企业，积极提高已有
的土地。(sl)

【本报讯】我国政
府正在积极扩大天然气
项目的投资，来整合亚
洲、美国和欧洲市场，
因为在新可再生能源变
为更清洁的能源供应充
足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
利用之前，仍看好天然
气这个化石能源仍将扮
演重要的角色之一。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ESDM)石油和天然气总
局局长Tutuka Ariadji强
调，天然气在能源转型时
代仍是非常重要的能源。

“ 能 源 转 型 必 须
全 面 进 行 以 考 虑 竞 争
力 、 成 本 、 供 应 和 可
持 续 ， 确 保 转 型 可 以
顺 利 进 行 ， 以 及 仍 保
持能源安全。” 

希望根据全球需求的
碳中和可以实现以提高
天然气的作用。因此，
据他说，天然气项目的
投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
增加，通过推动更多使
用天然气的方法。

众所周知，登载于
20 1 7年第2 2号总统法
令有关国家能源总体规
划，预计2050年我国能
源组合的化石能源部分
大约68.8%。目前，在
能源组合的化石能源部
分仍大约89%，由煤炭
38%、原油32%，和天
然气19%组成。 

国 家 能 源 委 员 会
(DEN)成员Satya Widya 
Yudha称，在国家能源转
型战略的天然气作用，

在满足能源需求是最重
要之一，因为比石油和
煤炭有更低的碳强度，
以致更清洁。

“但是，我国是全
球油气生产国之一，不
要急于制定能源转型战
略。因为，目前国家能
源需求量仍很高，甚至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机构
(Bappenas)估计，2045
年 我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人均每年29000美
元。这意味着，我国将
进入发达国家的类别，
因为在全球GDP排名第
五大。” 

他阐明，在能源转型
中需要强调的问题是寻找
正确的平衡，使油气生产
可以执行，和碳排放可以
根据政府指标减少。

Reforminer Institute能
源观察家Komaidi Noto-Komaidi Noto-
nego ro称，能源转型需
要从各方面的准备。因
此，所有相关利益者都
需要逐步执行，而不增
加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
活的负担。

据他说，天然气作为
国内需求可以好好使用
成为我国实行能源转型
的桥梁。作为最清洁的
化石能源，天然气利用
部分在一次能源组合自
动将减少在能源领域的
排放水平。

他希望，政府发布的
政策并没有造成投资环
境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不符。(moeha/lcm) 

今年第2季1家工厂建成

TAPG提高生产指标
【Kontan雅加达讯】Triputra Agro Per-

sada（TAPG）公司正在兴建的1家棕榈

厂，依计划，将在2022年第2季建成。

Triputra Agro Persada工厂的工人运作机器的情景。

虽受大流行和进口货冲击

政府定下鞋业投资指标27.1兆盾

在东爪Sidoarjo的Aggiomultimex公司工厂员工正在生产鞋子一瞥。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在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covid-19）阴影下的市
场情况，2021年，Seka r 
Bumi（SKBM）公司仍能
成功记载销售同比提高大
约22%。

根据Kontan的报导，销
售提高是受到虾产出口提
高，以及随着Sekar Bumi公
司推出优势加工产品之一
的港式点心（dimsum），
即‘JagoanDumpling’在国
内市场销售提高的支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的综合财务报告称，Sekar 
Bumi公司记载的销售显著
提高，甚至是与最近5年的
业绩比较。2017年，Sekar 
Bumi公司销售达到1.84兆
盾，至2021年提高一倍以
上成为3.8兆盾。

Sekar Bumi公司总经
理哈利.鲁克米多（Har ry 
Lukmito）称，“海产加工
冷冻食品的附加价值销售
提高占最大的份额。”

该 销 售 提 高 已 推 动
Sekar Bumi公司利润，从
2020年的54亿盾至2021年
成为297亿盾。

哈利补充说，去年，Sekar 
Bumi公司的业绩获得座落于
丹格朗（Tangerang）或徐图
利祖（Sidoarjo）的虾产加工
厂的支撑。

除此之外，Sekar Bumi

公司也成为美国大超市的
合格供应商，如Walmart, 
Costco, Kroger, Ahold, 
Publix, Aldi, Woolworths
等。“Sekar Bumi公司也
持有4最佳水产养殖规范的
国际认证，即虾苗、虾饲

料、虾塘、虾厂一体化，
再加上能支撑Sekar Bumi公
司优势的追溯系统（trace-
ability system）。”

根据地理形势，如美国
的出口区成为提高销售最
强大的支撑力，我国内市

场也支撑该提高率，我国
爪哇岛贡献最大。“Sekar 
Bumi公司乐观表示，通过
推出革新渔产品措施，积
极推动国内市场和保持出
口市场的能力，今年能再
次获得良好的收入。”(sl)

SKBM公司记录 去年销售同比提高22%

SSMS公司正在研究

兴建新厂提高产能计划

Sawit Sumbermas Sarana公司棕榈园工人正在装卸棕榈果串的
情景。

投资天然气项目

支持我国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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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补上“印太战
略”重要短板

2022年2月，美国拜登
政府正式出台“印太战
略”文件。在美国政府的
战略设计中，经济安全是
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与印太地区的经贸
合作，关系到美国在该地
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然
而，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伊
始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以来，美国已
多年未能参与到亚太地区
的多边经贸协定谈判中。
在此期间，不仅缺少美国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已经正式生效，而
且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
手的中国还积极争取加入
美国退出后反而有所升级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以及被视为数
字贸易协定模板的《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使美
国的“印太战略”在经贸
领域的短板愈发凸显。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3日
下午，日本东京，美国总统
拜登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
济框架”，美国、韩国、日
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
始成员。

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后
美国时代”的亚太经贸合
作体系，也不愿错失全球数
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鉴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在美国国内已被判定
为“政治性死亡”，而确立
了“美国工人优先”方针的
拜登政府不愿也无力与亚太
国家谈判新的综合经贸协
议。在此情况下，对美国而
言可行的策略便是争取与亚
太国家构建一个既突出美国
优先关切又不触碰国内敏感
话题，最好无需国会批准
的松散性经贸合作框架。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就曾表
示： “我认为在此有一个
极其深刻的教训，即《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如预
想中一样最终是相当脆弱
的”， “贸易是这个框架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
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情况，在上
任近一年半后，美国总统
拜登开始了任内首次东亚
访问行程，前期已同盟友
和伙伴国家磋商数月的“
印太经济框架”也正式浮
出水面。5月23日，拜登
在日本东京宣布，美国与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新加坡、
印尼、泰国、菲律宾、越
南、马来西亚、文莱共13

个国家成为“印太经济框
架”的创始成员国。据测
算，“框架”所覆盖的人
口达25亿人，各成员国的
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
40%。值得注意的是，“
印太经济框架”包含了美
日印澳四国机制全部成员
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所有
军事盟国，也涵盖了除缅
甸、老挝、柬埔寨之外的
全部东盟国家。

按照美国的设想，“印
太经济框架”将包含四大
支柱：一是在数字贸易、
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
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
束力的规则；二是提高芯
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
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
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三是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
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
展；四是推动税收、反洗
钱和反腐败监管合作。为
了提高“印太经济框架”
的整体包容性，美国不强
求各成员国参与所有领域
的谈判，各成员国在6月中
旬前需确定希望展开磋商的
支柱领域，随后将围绕每个
具体领域进行部长级别的谈
判。换言之，“印太经济框
架”目前尚处于确定原则方
向、共同搭建框架的阶段。

对于推动“印太经济框

架”的战略意图，美国贸
易代表戴琦可谓直言不讳，
她表示，有关框架旨在“有
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
响力”。美国商务部长雷
蒙多也称，“印太经济框
架”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中
国之外的替代方案。当前企
业界正积极寻找中国以外的
替代选项，美国企业相信会
从中受益。

亚太地区确有一些国家
对美国参与本地区经贸合
作抱有比较大的期待，这其
中以新加坡的立场最具代表
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
为，“印太经济框架”具有
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
它可以成为美国在印太地
区开展经济外交的宝贵平
台，清楚表明美国将继续
致力于与亚洲伙伴国家接
触和深化美国在太平洋地
区的联系”。上述表态
可以解读出两重含义：其
一，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亚
太经济体认为美国参与本
地区的经贸合作必不可少，
这也是美国对该地区长期承
诺的必要支撑；其二，美国
既然搭建了合作平台，未来
其参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就
存在想象空间，尽管“印太
经济框架”目前并非一项自
贸协定，但不排除未来可能
会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实际
上，许多亚太国家都对美国
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抱有
期待。日本在这方面的诉
求尤为强烈，近年来锲而
不舍地劝说美国从战略的
角度出发，重新考虑已经
做出的决定。

域内国家普遍不支持打
造针对中国的小集团

作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接受度高且成绩斐然的地
区，亚太在推进经贸一体化
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并已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路径，

搭建了相互关联的区域化合
作平台，不断提升本地区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在当前世界处于能源、
粮食、供应链等多重危机叠
加的关键时刻，在众多国家
面临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水
平严重下滑的紧要关头，亚
太地区更加期待的是美国
真诚推动区域合作升级以
实现经济复苏，而不愿看
到任何旨在迫使各方“选边
站队”，制造分裂对抗，
明里暗里鼓吹经济脱钩、
技术封锁、产业断链的图
谋。换言之，亚太各国普
遍不支持美国另起炉灶冲击
现有地区合作架构，将“
印太经济框架”打造成排
斥中国的战略竞争工具、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甚至意
识形态化的“新冷战”抓
手，以及升级贸易战的角
斗场。

对这一点，最近与美国
升级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
韩国的态度最为典型。韩国
政府强调，美韩双方打造的
所谓供应链同盟，绝无将中
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之外的意图。韩方还将
加强与中方的密切沟通，
以避免中方感到被忽视和
排斥，而且韩方不仅要继
续与中国就打造更具韧性
的供应链进行合作，还在
积极推动中韩自贸协定升级
版谈判。

实际上，对于亚太地区
国家的顾虑，美国心知肚
明，且深知目前阶段的 
“印太经济框架”存在吸
引力不足这一明显弊端。
迫于国内政治阻力，美国
在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时排除了关税减让和市场
准入等对其他成员加入该
框架可能最具激励性的内
容，同时还希望各参与方
在数字贸易、能源环保、气
候减排、劳工权益等方面遵

守相当高的执行标准。在这
种情况下，亚洲许多国家都
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表
现出迟疑态度，甚至不清楚
要加入的到底是什么机制，
为什么要加入。美联社评论
称，“印太经济框架”缺乏
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实际内
容，令其吸引力受到质疑。
《日经亚洲》也指出，如果
美国希望各国切实遵守其提
出的贸易规则，那就需要
降低关税，以激励成员国
遵守其余条款，否则新兴
经济体不会轻易地被“理
想和战略”打动。

为了能保证“印太经济
框架”顺利启动并被域内
多数国家接受，拜登政府不
得不收敛其战略指向的针对
性，而由于“印太经济框
架”正处于创立的初期，其
未来命运如何尚不可知，实
际上也就不可能完全排除中
国未来加入的可能性。与此
同时，在中国政府连续强有
力的外交警告和军事震慑
下，即使美国国会对其施加
了巨大压力，台湾民进党当
局也一再游说，拜登政府最
终没有突破“一个中国”
政策的红线，拒绝将台湾
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总之，“印太经济框
架”已经在期待和质疑声中
起步，如果它能以推动经济
复苏和产业链合作为主旨，
坚持开放共赢的思路，按自
由贸易规则办事，真诚谋求
本地区的团结、稳定与繁
荣，而去除地缘政治的私
心，不图谋孤立、排斥中
国，那么这一框架就具有
建设性和可持续性，就有
望为美国带来配得上其决
策者政治勇气与决策智慧
的丰厚回报。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
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
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
博士。来源：今日中国）

当地时间5月24日，美国
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
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截至目
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
包括19名儿童。刚刚结束
亚洲行程的美国总统拜登
当晚发表电视讲话，称此次
枪击是美国的“另一场大屠
杀”。5月16日布法罗超市
大规模枪击案的阴影还未消
散，枪声又在得州小学响
起。治不好的“枪支暴力
症”，正在无情扼杀美国的
未来。

此 次 枪 击 案 是 得 克 萨
斯州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
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也是
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最为
严重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统计，截至5月
23日，全美从幼儿园到大
学校园，已发生至少39起
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
死亡、51人受伤。校园内
频频响起的枪声，成了美国
人心中最难以释怀的伤痛。
美国前总统民主党参议员克
里斯·墨菲在参议院发表演
讲称，“没有哪个地方的
孩子会在去学校的时候想
到今天可能会被枪击中”
，“其他地方都不会发生
这种事，除了在美国”。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则在当
天发表的声明中呼吁，美
国“必须找到基于常识的方
法来保护我们儿童和社区的
安全。”

校 园 枪 支 暴 力 频 发 ，
是过去两年美国枪支暴力

激增的缩影。据美国非营
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
（GVA）网站统计，截至5
月24日，美国今年已至少
发生了212起大规模枪击事
件，平均每天发生近1.5
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
水平，2022年全年美国发
生大规模枪击案的数量将很
可能与2020年发生611起大
规模枪击案的水平相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称，“大规模枪击案已经变
成了美国‘复制粘贴的悲
剧’。”

打破美国校园宁静的枪
声，也再度将人们的注意力
转向控枪问题。一直以来，
枪支泛滥被认为是美国枪支
暴力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这一情况在新冠疫情暴

发后更加严峻。美国犯罪预
防研究中心(CPRC)2021年
的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期
间，美国拥有国家颁发的隐
蔽携带枪支许可证的人数猛
增：2020年美国此类许可
证数量激增至2152万份，
持证人数比2016年增长了
48%；比2019年同期增长
了200万人，增幅10.5%，
刷新同比增幅历史纪录。作
为全球少有的“枪比人多”
的国家，美国早已深陷“枪
越多越不安全”的怪圈中难
以自拔。

美国枪支泛滥背后有很
多复杂原因，而将政治私利
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的美国
政客难辞其咎。过去几十年
来，只要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件，美国社会反枪和要求

控枪的民意都会高涨，但两
党、特别是共和党政客往往
充耳不闻，逆民意而动。此
次得州枪击案发生后一些共
和党议员甚至还警告民主
党人不要想利用此次枪击案
推动至今仍在国会举步维艰
的控枪法案。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
国“已经陷入了瘫痪”，这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
个枪支游说团体和一个政党
没有表现出采取任何可能有
助于阻止这些悲剧的行动的
意愿。

数十年间，类似的戏码
在美国反复上演。拜登在
24日的演讲中提及2012年
发生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
案，他当时以副总统身份试
图推动国会通过有关法案但

遭到了失败。拜登称，他已
经对国会在控枪问题上无所
作为“感到厌烦”，呼吁国
会“必须抵抗来自游说团体
的压力，立刻采取行动”。
不过包括CNN在内的美媒仍
认为，尽管近期接连发生的
数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给了民
主党人巨大的民意支持，国
会恐怕仍然难以在控枪上有
所行动。

原本是让孩子们健康成
长的校园变为“屠杀场”，
不仅击碎了人们的安全感，
也扼杀了家长们对未来的期
许。如果不能进行一场刮骨
疗毒的手术，已经被一颗颗
子弹打到“瘫痪”的美国，
恐怕只能在枪支暴力的深渊
中“躺平”了。

（来源：海外网）

“印太经济框架”不该也无法成为排他性“小圈子”文/张旭东

“枪支暴力症”正扼杀美国的未来 文/聂舒翼

继2022年初出台“印太战略”之后，美国拜登政府终于在5月宣

布启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这一框架

旨在创立数字贸易、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和税收反腐败等方面

合作的高标准，有利于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经贸合作主导地位，

但面对美国国内政治阻力和域内国家的顾虑，其存在诸多先天不

足，不仅缺少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等关键激励举措，且孤立排斥

中国的战略指向令众多域内国家踟蹰不前。要想化解“印太经济

框架”的一系列疑问，打消域内国家的顾虑，美国就必须在 

“印太战略”的根本指向这一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回答，否则任何

新战略新框架都会不得人心，难逃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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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州南部尤
瓦尔迪市一所小学当天
发生枪击事件。截至中
新社记者发稿时，事件
已至少造成18名学生和
1名教师罹难。枪手是
一名18岁当地男子，已
经死亡。

这起枪案发生时，
刚刚结束亚洲之行的

拜登还在返回华盛顿
的飞机上。他当晚在
讲话中数次呼吁美国
国会尽快立法对枪支
泛滥问题采取新的限
制措施。“我们什么
时候才能站出来反对
枪支游说团体?”

2012年，康涅狄格
州桑迪胡克小学曾发生

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
20名学生在内的26人
遇难。拜登说，距离这
起枪击案已经过去10年
了，“从那时起，美
国校园内发生了900多
起枪击事件”。

“这类大规模枪击
事件在世界其他地方
很少发生。为什么?”

拜登强调，一个18岁
的孩子可以走进枪支
店购买两把攻击性武

器，这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有勇气对抗
枪支行业。”

澳大利亚航因燃油价格飙升削减国内运能
澳大利亚洲航空公司（Q a n t a s 

Airways）周四表示，需要“重新平
衡”运能和机票价格，以弥补飙升的
燃油价格带来的成本，这将使其国内
运能减少几个基点。澳航表示，7月
和8月的国内飞行水平已从新冠疫情
前的107%降至103%，但该公司没有
进一步明确票价，并补充称，预计这
些调整不会对客户产生实质性影响。

韩国SK集团拟在芯片和电池等领域投资1952亿美元
韩国SK集团周四表示，未来五年

将在半导体、电池和生物制药领域投
资247万亿韩元（约合1952.4亿美元)
。SK是仅次于三星的韩国第二大企
业集团。SK集团表示，超过一半的投
资将投向半导体和材料领域，将在韩
国投资179万亿韩元，以帮助重振经
济。SK旗下子公司包括全球第二大存
储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等。

LG集团计划到2026年在韩国投资106万亿韩元
雇佣5万新员工

LG集团周四表示，计划到2026年在
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关键业务领域投
资106万亿韩元（约合837亿美元）。

L G 集 团 表 示 已 拨 出 4 8 万 亿 韩
元，21万亿韩元用于关键业务研发，
包括电动汽车电池、车辆电子系统、
下一代显示器和人工智能等。

LG集团称，计划未来3年内雇佣5
万名新员工，包括在人工智能、软
件、大数据、环保材料和电动车电池
等研发领域新招超3000人。

欧盟各国冻结俄央行约230亿欧元资产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日，

欧盟司法事务专员瑞恩德斯(D i d i e r 
Reynders)表示，截至目前，欧盟各国冻
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约为230亿欧元。

据报道，瑞恩德斯称，欧盟国家还
冻结了与俄罗斯富豪或克宫官员等有
关的一些实物资产，如游艇和别墅。

而在此前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曾表示，欧盟正在研究如何利
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富豪资产，为乌克
兰重建提供资金。

巴西警方里约贫民区清剿毒贩行动
已致24人死亡

据巴西媒体报道，截至2 5日凌
晨，巴西警方24日在里约热内卢进行
的清剿毒贩行动已造成24人死亡，其
中犯罪嫌疑人15名。另有4人受伤。

巴西环球网25日报道称，24日凌
晨，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北部佩尼
亚市（Penha）维拉-克鲁塞罗（Vila 
Cruzeiro）贫民区展开清剿贩毒组织头
目 的 行 动 ， 与 当 地 武 装 分 子 进 行
激烈枪战。截至目前，行动已致24人
死亡，其中，15名为犯罪嫌疑人。一
名41岁的名叫加布里埃尔·费雷拉·
达库尼亚 ( Gabrielle Ferreira da Cunha ) 
的妇女在家中被流弹击中，当场死亡。
另有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4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警方在行动中缴获了
13支步枪、4支手枪、12颗手榴弹和大
量毒品。警方称，这项行动的目标是
逮捕躲藏在那里的贩毒组织的首领。

旅马来西亚大熊猫第三胎得名“升谊”
旅马大熊猫“兴兴”“靓靓”在

马来西亚生下的第三只熊猫宝宝25日
获得命名。这只恰好出生在2021年5
月31日即中马建交47周年纪念日的熊
猫宝宝，名字是“升谊”。

马来西亚能源和天然资源部部长
达基尤丁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
玉靖等出席了命名仪式。达基尤丁介
绍，将满周岁的“升谊”身体健康，
已从出生时的140克成长到27公斤。
记者在现场看到，“升谊”颇为健康
活泼，在自己的命名牌前饱餐竹子，
还和母亲“靓靓”嬉笑打闹。“升
谊”的可爱表现也吸引出席仪式的嘉
宾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摄像。

法国确诊5例猴痘病例 
卫生部长建议通过疫苗和药物应对

法国新任卫生部长布尔吉尼翁当地
时间25日确认，法国已确诊5例猴痘病
例。她建议通过相关疫苗和药物应对
猴痘。布尔吉尼翁当天通过RTL电视台
访谈节目专门谈及猴痘相关问题。她证
实，法国现已确诊5例猴痘病例。根据
法国卫生总署的声明，5例确诊病例中
有3例病例在巴黎大区，1例在东南部的
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1例在西
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声明还指出，
一些猴痘病例并没有与非洲地区的旅行
相关联，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布尔吉尼翁表示，目前她不认为猴
痘病例会引发该病毒的大流行；法国
卫生部门已经采取相关预防性措施，
向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建议，建立检
测、报告和隔离确诊病例的制度。

 拜登谈得州小学枪击案：

把悲痛转化为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

【中新社】 “为了每一位父母，为了这个国家的每

一位公民，是时候将悲痛转化为行动了。”美国总统拜

登24日晚就得州小学枪击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是时

候采取行动了；是时候让那些阻碍、拖延或反对控枪法

案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忘记”。

【中新社】菲律宾
国会25日正式确认费迪
南德·罗穆亚尔德斯·
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
统，莎拉·齐默尔曼·
杜特尔特-卡彪当选菲
副总统。

菲全国选举委员会
最终官方统计显示，
在2022年5月9日举行
的菲律宾总统选举中，
菲律宾联邦党总统候选
人马科斯以31629783
票位居第一。独立候选
人、现任副总统莱妮·
罗布雷多以15035773
票位居第二。在副总
统竞选中，杜特尔特-
卡彪以32208417票名
列第一。

菲全国选举委员会
连续两天直播了本次大
选官方选票统计现场，

统计工作于25日下午3
时30分左右结束。

马科斯于2021年10
月5日宣布竞选新一届
菲律宾总统。他在竞选
过程中承诺，当选后将
加强国家团结统一，促
进就业和解决物价问

题，摆脱新冠疫情对菲
影响。

根据菲宪法规定，
从国会宣布马科斯为当
选总统后，菲律宾政权
过渡期开始，直至马科
斯在6月30日的就职典
礼宣誓。

菲律宾国会正式宣布马科斯当选菲总统

菲律宾国会25日正式确认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
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

【中新社】韩国联
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25
日说，朝鲜当天向朝鲜
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
3枚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当天消息说，3枚导弹
先 后 于 当 地 时 间 6 时

（北京时间5时）、6
时 3 7分和 6时 4 2分从
朝鲜平壤顺安一带发
射。韩媒称，韩国军
方正对3枚导弹的射程
和高度等具体参数进
行分析。

另据韩国总统府消
息，韩国总统尹锡悦
当天 7时 3 0分主持召
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讨论朝鲜发

射导弹问题。这是尹锡
悦本月10日就职以来主
持的首场国安会议。

综 合 媒 体 此 前 报
道，韩国军方曾先后于
本月4日、7日和12日
说，朝鲜向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方向分别发射了
一枚弹道导弹、一枚
疑似为潜射弹道导弹
的短程弹道导弹和3枚
短程弹道导弹。

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方向发射3枚弹道
导弹。

韩军方称朝鲜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

【新浪财经】苹果
公司当地时间周三晚间
表示，将提高美国员工
的工资，以在劳动力市
场日益紧缩之际帮助
他们应对不断上升的
通胀。

苹果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今年将扩大整体
薪酬预算。该公司将把
时薪员工的起薪提高到
22美元或以上，比2018
年提高45%。

美国科技公司正面
临人才短缺问题，由于

通胀居高不下，很多科
技公司被迫用加薪来应
对通胀。

本月较早时，微软
CEO萨提亚·纳德拉告
诉员工，由于劳动力市
场渐趋紧张，通胀居高
不下，微软决定给员工
加薪。

此 前 谷 歌 母 公 司
Alphabet也调整了绩效
系统，让员工可以获得
更高报酬，亚马逊则承
诺将基本工资上限提高
一倍，至35万美元。

苹果承诺给美国员工加薪  

以应对通胀

苹果表示今年将扩大整体薪酬预算。

【新浪财经】韩国
央行周四上调基准利
率，并预计今年CP I升
幅加快，新央行行长李
昌镛在他上任以来的首
次政策会议上显示出了
控制通胀的意图。

韩国央行将7天期回
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 7 5%，这是该行自
去年夏季以来第五次加
息。此举符合接受彭
博调查的18位分析师
的预期。

韩国央行目前预计
今年的通胀率为4.5%
， 2 月 份 时 的 预 期 为
3.1%。与此同时，该
行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3%下调至2.7%。

最新的决定显示，
李昌镛致力于让韩国央
行保持在加息央行的先
锋队列中。随着疫情时
代的刺激措施、供应链
中断、俄乌战争导致通
胀压力加剧，全球其他
主要央行如今都在纷纷
收紧政策。

韩国消费者价格上
个月创下2008年以来最
快增速，李昌镛此前表

示，与其他不利于经济
增长的因素相比，韩国
央行更担心通胀。

“ 通 胀 预 测 的 上
升暗示韩国央行势将
在 未 来 几 个 月 继 续
加息，”S h i n y o u n g 
Securities固定收益策略
师Cho Yong-gu表示。“
但是，鉴于韩国央行比
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等国家更早开启加息周
期，因此大幅加息的必
要性仍然不高。”

Cho说，李昌镛早些
时候曾暗示韩国央行对
加息50个基点持开放态
度，这实际上是在口头
压制汇率波动和通胀压
力，这并不一定表明他
在严肃考虑这件事。

在周四的决定发布之
际，韩国央行4月份将
利率上调25个基点，当
时央行暂无行长在位。

这是韩国总统尹锡
悦本月早些时候就任
以来的首次加息。尹锡
悦已承诺推动经济增速
加快，他也强调通胀
是经济面对的一个严
重风险。

韩国央行加息25个基点

并上调对今年的通胀预期

【财联社】美东时
间周三，在俄罗斯方面
透露俄罗斯方面准备为
乌克兰粮食出口建立人
道主义通道后，美国芝
商所小麦和玉米期货价
格出现下跌。

此前，西方国家一
直在讨论为乌克兰港口
的粮食出口建立“安全
通道”的想法，并表示
这样的通道需要获得俄
方的同意。而俄罗斯方
面的最新表态表明其态
度有了明显松动。

截至发稿，芝加哥
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
约下跌1.5%，至每蒲
式耳11.31美元。玉米
主力期货下跌1.4%，
徘徊于六周低位附近，
报每蒲式耳7.61美元。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
电讯社周三援引俄罗斯
副外长鲁登科(And r e i 
Rudenko)的话说，俄罗
斯准备为运送食品的船
只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
廊，让它们离开乌克

兰，以换取部分制裁的
解除。

“我们在这一点上
一再表示，解决粮食问
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
包括取消对俄罗斯出口
和金融交易实施的制
裁，”俄副外长鲁登科
引述称，“它还要求乌
克兰方面对所有停泊船
只的港口进行排雷。俄
罗斯已准备好提供必要
的人道主义通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
人也在星期三表示，乌
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
尔的港口重新开放。俄
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
尔·科纳申科夫( I g o r 
Konashenkov)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排雷工作
完成后，港口已经“开
始正常运作”。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
米哈伊尔·米津采夫
(Mikhail Mizintsev)周
三称，黑海和亚速海港
口(包括敖德萨)的人
道主义海上走廊将于每

天上午8点至晚上7点
开放。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
来，乌克兰黑海港口一
直处于封锁状态，超过
2000万吨粮食被困在该
国的粮仓中。

俄罗斯和乌克兰占
全球小麦供应量的近三
分之一，同时乌克兰也
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重
要供应国。乌克兰港口
关闭限制了大量粮食出
口，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日益严重。

此外，小麦价格也
受 到 咨 询 机 构 A P K -
I n f o r m 上 调 乌 克 兰
2022/23年度作物和出
口预测的影响，原因
是乌克兰冬季收获好
于预期。

该机构预计乌克兰
2022年收获4830万吨
谷物，其中包括1710万
吨小麦和252 0万吨玉
米。2022/23年度预期
出口量从早前的3320万
吨上调到3940万吨。

俄罗斯愿开放海上通道以便乌克兰粮食外运 

小麦玉米期货下挫

【新浪财经】索尼集
团首席游戏官周四表示，
随着供应链危机缓解，
索尼计划增加PlayStation 
5游戏机的产量。

索尼互动娱乐首席
执行官Jim Ryan在投资
者简报会上表示：“今

年我们的PS5产量将大
幅上升，使得我们能够
缩小与PS4的差距。”

PS5于2020年11月上
市，在上市第二年的销
售不及PS4，原因是供
应短缺已经扰乱了电子
行业，但预计将在第三

年缩小差距，并在接下
来的一年超过PS4的安
装基数。

除了最初的增长， 
“我们计划进一步大幅
增加主机生产，使我们
的生产水平达到我们前
所未有的，”Ryan说。

索尼拟增加PS5游戏机产量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 第8版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快乐养老

生活起居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
准，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就被称为老年型国
家。2000年，我国65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因
此，当时的学术界和媒体
称中国进入了老龄社会。

随着20年间社会经济、
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发展，人
们越来越认识到，老龄社会
的不同阶段也有各不相同的
特点和应对重点。因此，参
考国际上对人口老龄化不同
阶段的划分，我们将老龄社
会进行了分阶段划分。将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
，或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
过10%，称为进入“老龄化
社会”；当这一比例翻番，
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
过14%，或60岁及以上人口
比例超过20%,称为进入“
老龄社会”；而当65岁及以
上人口比例超过20%，则进
入“超老龄社会”。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20 2 0年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9
亿，占比13 . 5%，而我
国近5年来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占比的年增幅均高
于0.5%，因此，预计到

20 2 1年底，这一比例将
达到14%,进人老龄社会
阶段。而到2033年前后,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的比例将达到20%，进人
超老龄社会阶段。也就是
说，未来的二三十年，是
我国快速老龄化的时期。
在这种新的发展阶段，我
们对于“老龄化”的许多
认识也需要及时更新。

首先，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积极老龄观有待深
化。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澄清认识统一思想，
才能凝聚起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强
大思想和行动合力。人类
普遍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主
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人们曾经认为“逢老
必衰”“逢老必病”、老
人长寿会给家庭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

然而时过境迁，新时
代老年人已经发生了非常
大的变化。我们应该认识
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就，并非负面
结果；人口老龄化也不只
是老年人的问题、养老问
题，还是重大的经济、社

会问题和重大的民生问
题。我们应该将个体生命
发展各阶段结合起来，采
取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加以
考虑，重塑老龄化社会的
新思维和治理思路,完善
老龄化社会治理格局。

第二，健康状况改善，
家庭和社会作用不能忽
视。

20年来，除了绝对数量
的增长，我国老年人口结
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往，老年人常被看作“
退休者”“照料接受者”
，导致老年人对家庭和社
区的贡献很容易被忽视；
而且，由于缺少政策支
持，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
仍然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歧
视。

但其实，当今的老年
人已经不同于昨日的老年
人。2020年的数据显示,
我国老年人口中60~69岁
占比55.83%，低龄老年
人仍为主要群体。随着经
济、医疗领域发展，老年
人寿命不断延长，健康状
况不断改善,低龄较健康
的老人占比又高，老年人
不仅能够不依赖他人，而
且还有意愿继续发挥能力

和价值。在家庭和社会领
域，依然有很多老人在发
挥重要作用，甚至做出难
以替代的贡献。

第三，高龄化趋势显
现，照护需求增加。

20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
龄老年人口数量与占比都
显著增加，占比由2000年
的9.23%上升到2020年的
13.56%；绝对数量增加了
2倍，由2000年的1199万提
高到了2020年的3580万。
老年人口整体呈现出高龄
化发展趋势。伴随这一趋
势而来的，将是失能、半
失能风险水平的增加，且
老年群体内部的健康问题
较为复杂，这将给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和老年照护服
务体系带来较大压力。

第四，老年人口文盲
率明显降低，教育需求更
高。

2020年,60岁及以上人
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占
比为13.90%，相比2000
年增加了7.72个百分点，
文盲率由原来的近五成下
降到一成。这既是义务教
育持续发展的结果，也
为今后老年教育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参与老年教
育，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
生活，陶冶情操，还可以
提升老年人的工作技能，
为其参与社会发展、老有
所为提供基础。

第五，城市老年人口增
加，经济实力增强。

2020年，我国城市老年
人口数为1.43亿，首次超
过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
人口总数的54%。城市老
年人口增多，也意味着老
年人经济自给能力大幅度
提高。“十四五”规划制
定了到2025年养老金覆盖
率达95%的发展目标。随
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

系不断建设与完善,未来
老年人口的收人将更有保
障，其个人收入将经历快
速攀升阶段，个人积累的
财富也将普遍高于上一代
的老年人。

而且，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以及老年人经
济收入和自身需求层次的提
高，可以预见，未来老年人
的消费观念也将不断升级。
我们要认识到，老年人不是
包袱，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在不远的
未来，中老年人口将会形
成庞大的老龄经济需求和
市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年轻点的想发挥余热 高龄的照护需求增加

新时代老人的心声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杜 鹏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新
的一年能够更幸福，并且
渴望做出积极改变。但实
际上，一些微小的举动，
就能让幸福来敲门。美
国“积极的力量”网站总
结了18个能增加幸福感的
好习惯。

让自己慢下来。生活通
常被视为一场赛跑，但你
必须停下来看看风景。生活
节奏太快，会让你错过与家
人、朋友的相处或其他对自
己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把日
程塞满，给生活留点空白。

说话前想几秒。任何话
说出口之前都要经过大脑仔
细思考。这几秒钟可以让你
做好准备，清晰有效地传达
信息，增强沟通效果，避免
引起误会和冲突。

少刷手机。很多人每
天要花四五个小时浏览手
机、电脑，挤占了休息和
娱乐时间。如果你工作太
忙，那更要少看手机，剩
下时间做一些放松自我、
有益身心的事情。

选择积极的社交圈。
每个人都有相对固定的社
交范围，即核心社交圈。
当生活艰难的时候，圈中
朋友会支持你；当你取得
成绩时，他们也会为你欢
呼。如果圈子里到处都是
负能量的人，会极大地影
响幸福感。

过简单的生活。有时
候，追求简单就能让人
感到很舒适，没有压迫
感。减少购物，经常整理
房间，扔掉用不到的多余

物品，常清理纸质文件，
将电子文件整理归档并存
盘。

节俭过日子。适度的“
精打细算”会带来成就
感，当你养成节省的好习
惯，积攒的财富会越来越
多，幸福感也会增强。

为爱的人腾出时间。工
作永远做不完，钱永远赚
不够。因此，人们应该花
更多的时间和所爱的人待
在一起，花时间照顾那些
对你有意义的人。

把钱花在体验上。把闲
钱花在快乐、珍贵的体验
上，而不是囤积华而不实
的东西。比如，去一个风
景怡人的地方散散心，或
是泡个温泉放松自己。创
造美好的记忆比奢侈的物

质重要得多。
多点仪式感。花些时间

庆祝自己取得的小成就。
不要忙得连生日和结婚纪
念日都忘记，与孩子和亲
友共进晚餐能让你被幸福
环绕。

用感恩开启新的一天。
每天当你起床的时候，
都需要首先感谢生活中的
美好。想想自己已经拥
有的，不要抱怨没有的东
西。带着感恩的心醒来能
改变一整天的心情。

养成良好作息。每天都
在固定时间睡觉和起床，
保证7~8个小时高质量的
睡眠，这样才能保证身体
的活力。无论多么繁忙，
睡眠都是优先安排事项。

经常微笑。微笑不仅

能帮助你感觉更好，还能
鼓励周围的人。你是否看
到过别人的微笑把周围都
照亮了？如果人们笑得更
多，抱怨得更少，生活就
会变得更快乐。

学会拒绝。如果你从
不拒绝别人，就会疲劳不
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
当你学会说“不”时，不
仅能掌控生活，而且能设
定界限，告诉别人你能做
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吃得健康。从菜单上去
掉垃圾食品和快餐，再忙
也要吃得健康。多吃些新
鲜果蔬，减少油腻食物的
摄入，你会觉得整个人都
清爽起来。

态度端正。有人说，幸
福是一种选择。你如何看

待事物和做出什么样的反
应决定一切。与其每天怨
天尤人，不如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

善待别人。即使生活在
残酷的世界里，你也可以
做到与众不同。对他人友
善不需要付出额外代价，
却能收获幸福的回报。

坚持锻炼。如果你想
健康快乐，就要动起来。
锻炼能增加大脑中让人感
觉愉快的神经递质的分泌
量。当你锻炼时，会有更
多的血液流向大脑，给它
提供更多营养。

多用积极肯定的语气。
多用积极肯定的口吻说话
能让你更快乐。每天早上
给自己加油鼓励，逐渐养
成习惯。▲（萧忠彦）

放慢脚步看看风景 学会拒绝善待自己

新的一年把钱花在体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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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慷大使会见印尼外长蕾特诺

 5月23日，陆慷大使会见印尼外交
部长蕾特诺。

陆大使表示，感谢蕾特诺外长出
席“金砖+”外长对话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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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特诺外长表示，很高兴应邀出
席“金砖+”外长对话会。感谢中方
支持印尼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愿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

双方还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5月24日，陆慷大
使会见印尼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创始

人瓦南迪。双方就中印
尼关系、地区热点问题
等进行了交流，同意加

强两国智库在减贫、教
育等领域研究合作。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陆慷大使会见印尼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瓦南迪

【中新网印尼万隆25日
讯】  (记者 林永传)由中
国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
铁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万
隆段中铁四局4号制梁场
提前一周完成雅万高铁万
隆区间段全部343榀箱梁
架设。

这是雅万高铁建设又一
里程碑式进展，为全线铺
轨施工及今年十一月二十
国集团(G20)峰会期间雅
万高铁展示目标奠定了基
础。

据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
目经理部4号制梁场负责
人介绍，为确保雅万高铁
由万隆向雅加达方向铺轨
施工持续顺利进行，梁场
在中国中铁印尼雅万高铁
项目经理部领导下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
攻坚克难，倒排工期，全
体参建中印尼员工坚守岗
位，日夜奋战，全力加速
推进制架梁生产目标，施
工现场“提、运、架”循
环往复，顺利实现万隆区

间段全部箱梁架设完成的
重大节点任务。

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
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雅万高
铁是“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标志
性项目。线路全长142公
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
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
海外落地典范工程。项目
建成后，雅加达到万隆出
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
小时缩短至40分钟。

印尼雅万高铁万隆区间段箱梁架设全部完成

图为箱梁架设完成见证仪式现场。　李金朋 摄

雅万高铁4号梁场万隆段箱梁架设全部完成仪式现场（拍摄李金朋）

【本报讯】5月25日，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印
尼子公司携手伊利印尼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印尼西
爪哇省展玉（Cianjur）地
区Santo  Yusup孤儿院开
展了“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为该院200多名孩童送
去大米、冰淇淋及饼干等
爱心食品，在做好企业发
展的同时，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印尼Adharta关怀基
金会主席Adharta先生、玛
丽女士，以及伊利印尼公
司董事长于淼先生也亲临
现场一同参与。

中国移动国际印尼子公
司总经理张栋先生在活动中
致辞，分享了中国移动国际

有限公司“信任（Trust）、
责任（Responsibility）、关
爱（Care  for You）”的TRY
文化，表达了对孩童的关
心与关爱，并代表公司将爱
心物资赠与Santo  Yusup孤儿
院，院长Martinus代表孤儿
院接收了爱心物资并表示感
谢。张栋先生还与孩子们进
行互动游戏，教授一些简单
的中文，孩子们学习积极性
高，互动氛围轻松愉悦。

爱的传递细水长流，中
国移动国际印尼子公司致力
于做好中印尼两国间的信息
沟通桥梁，同时将开展更多
社会公益活动，持续传递
爱，以实际行动践行TRY文
化，回馈当地社会。

持续传递爱，践行“TRY”文化

中国移动国际印尼子公司赴Santo Yusup孤儿院送温暖献爱心

中国移动印尼总经理张栋（左一）、印尼Adharta关怀基金会主席Adharta先生（右二）和玛
丽女士（中）出席“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印尼子公司携手伊利印尼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西爪哇省展玉Santo 
Yusup孤儿院开展了“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左一孤儿院工作人员，左二中国移动李玉坤，
左三adarta，左四中国移动张栋，adarta夫人，中国移动杨磊，孤儿院工作人员。

中国移动印尼总经理张栋向展玉Santo Yusup孤儿院孤儿分
发爱心物资

中国移动印尼总经理张栋与展玉Santo Yusup孤儿院孤儿们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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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代总督奥蒂会见王毅
26日讯，所罗门群岛代总督奥蒂在

霍尼亚拉总督府会见正在访所的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奥蒂说，所罗门群
岛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所
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取得长足进
展，中国代表团此访将为所中合作带来
新亮点、注入新动力。感谢中方为所方
基础设施建设和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
支持，中方援建的太平洋运动会体育馆
将助力所罗门群岛首次承办大型国际赛
事，所运动健儿也第一次有机会在本国
土地上与各国运动员同场竞技。期待同
中国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为所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和
联合国会员国，所方愿同中方加强多
边领域的协调合作。王毅说，中国一贯
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霸凌。中所建
交是历史的必然，顺应时代潮流，符合
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两年多来，中所
关系实现全方位发展，政治互信不断深
化，互利合作持续推进，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好处。中方尊重所方同世界各国
发展友好关系，而中所建交使所多了一个
好朋友，多了一个真诚、可信赖的好伙
伴。期待中所关系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同
岛国互利合作的高地，相互信任的典范。
中方将继续秉持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
南南合作精神，帮助所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全力支持所办
好2023年太平洋岛国运动会，将如期高
质量完成中方援建的项目。（中新社）

香港金管局：中国经济前景有利
增强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26日讯，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刘
应彬26日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
景、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全球指数和人
民币越趋稳定有助成为储备货币，都有
利于增强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来自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网消息称，刘应
彬26日以视像形式出席亚洲证券业与金
融市场协会中国资本市场峰会，并发表
主题演讲。他称，内地资本市场经历增
长后，目前在岸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排
在全球第二位。刘应彬指出，很高兴见
到内地近年继续开放在岸资本市场，促
使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市场，同时采取
国际标准受到业界欢迎。（中新社）

宁夏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0亿元
26日讯，记者26日从第五届枸杞产

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枸
杞之乡”宁夏的枸杞产业综合产值已突
破250亿元人民币。宁夏是枸杞的道地
产区，宁夏枸杞是《中国药典》唯一明
确可以入药的枸杞基源植物。据介绍，
截至2021年底，宁夏枸杞面积达43万
亩，基地标准化率80%，良种使用率达
95%，鲜果产量达到30万吨，鲜果加工
转化率达到28%，精深加工产品达10大
类90余种。宁夏林草局副局长王自新
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宁夏现代枸
杞产业驶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组
建中国首家枸杞研究院并正式运营，获
批筹建中国首家国家枸杞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国家级中宁枸杞市场启动建
设。此外，“宁夏枸杞”也成为中国第
一个以省域名称注册成功的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结束了宁夏枸杞“只有名气、
没有商标”的历史。另据介绍，第五届
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4日在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举行。本届博览会主
题为“杞福天下共享健康”，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办会模
式，并增加国际版块内容。（中新社）

中方在第七届全球减灾
平台大会上作官方陈述

26日讯，记者25日从中国应急管理
部获悉，当天，第七届全球减灾平台大
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幕，主题是“从风险到韧性：
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以视
频方式出席大会的中方代表团团长、应急
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作官方陈述。周学
文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加快推进减灾事业发展，
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健
全体制机制，积极推动防灾减灾重点工
程，有效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各项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国政府努力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和《2015－2030年仙台减
轻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
机制，与联合国有关倡议和战略对接，
不断促进防灾减灾国际合作走深走实。
周学文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从加强资
源统筹、强化风险监测评估、实施工程
技术科研项目、引导规范社会减灾行动
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中国综合减灾能
力，并为全球减灾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构建全
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新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克强、王沪宁参
加会见。

上 午 1 0 时 3 0 分 ，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习近
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
意，同大家亲切交流
并合影留念。

郭声琨参加会见并
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他指出，全国公安机
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忠实践行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总要求，
学习弘扬英模精神，

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各项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宣读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表彰
全国模范公安单位的
决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公安部关于
表彰全国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的决定，公安
部关于表彰全国公安
系统优秀单位优秀人
民警察和全国公安机
关爱民模范的命令，
并向获奖集体和个人

代 表 颁 奖 。 全 国 公
安系统9 8 2个先进单
位、1485名先进个人
受到表彰。全国模范
公安单位代表、北京
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京
港澳高速窦店公安检
查站站长张库，全国
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代
表、福建省福州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
大队长高湛在大会上
发言。

丁薛祥、陈希、肖
捷参加会见，赵克志参
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习近平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5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北京2 5日讯】全国公

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25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向他们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辅

警致以诚挚问候。

【中新社北京25日讯】
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稳
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
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胡春华、刘鹤，国
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肖
捷、赵克志出席。

李克强说，今年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有力应对困难挑
战特别是超预期因素冲
击，做了大量有成效工
作。但3月份尤其是4月
份以来，就业、工业生
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
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
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
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发
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
的基础和关键，做好疫
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
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
都需要发展作支撑。当前
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
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
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
济重回正常轨道。要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把稳增长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
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保
护中国经济韧性，努力确
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
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说，各部门

在稳经济大盘这个大局
面前都有责任，要有更
强的紧迫感，确保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
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
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
成，为加大实施力度，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6方
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5月底前要出台可
操作的实施细则、应出
尽出。要用“放管服”
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
施流程，密切跟踪实施
情况，该完善的及时完
善，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
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
和应享尽享。这些年我们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宏观
政策仍有空间，要继续做
好政策储备。

李克强说，要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
方肩负着促一方发展、造
福一方的重任，要守土尽
责抓落实。不断解决两难
多难问题，是对各级政府
行政能力的考验。要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
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全面把握，防止单打一、
一刀切。要创造性工作，
因地制宜挖掘自身政策潜
力，帮扶市场主体纾困、
稳岗拓岗等政策能出尽
出。对国企、民企、外企
等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
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创造性，坚持用市场
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
题。进一步打通物流和

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堵点，
推动复工达产。扎实保障
民生，及时把失业保险、
低保、救助等资金发放到
群众手中，确保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国务院26
日将向12个省派出督查
组，对政策落实和配套
开展专项督查。对各地
二季度经济主要指标，
将由国家统计部门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分省公布，
国务院对相关工作情况予
以通报。

李克强说，各地区各
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以
实际效果检验各项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克难奋进，促进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人民银行主要负责
人发了言。

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
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
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主持会议

【中新社霍尼亚拉
26日讯】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26日同法国
新任外长科隆纳女士通
电话。

王毅说，法国是有
着全球影响的大国，一
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面对百年变局，
中法有必要深化战略
协调。习近平主席和马
克龙总统建立了牢固互
信和友谊，并保持密切
沟通，为两国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战略
指引，也为动荡不定的
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前
不久，两国元首成功通
话，强调要坚定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坚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我们要共同落实
好两国元首共识，为推
进中法关系、深化中欧
合作和完善全球治理作
出新的努力。

科隆纳表示，中国
是法国的重要伙伴和朋
友，法方高度重视落实
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
两国关系行动计划，致
力于增进法中友好，愿
保持双方高层往来，以
建交60周年为契机，深
化两国广泛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法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

王毅表示，中法全

方位务实合作不仅为双
方带来重要利益，也为
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中法
贡献。中方重视执行好
《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愿不断为两国合作注
入新内涵。

双方一致认为应共
同引领全球气变合作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
势头，推动《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取
得积极成果。

双方就中欧关系交换
意见。王毅强调，中方
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
支持法方发挥欧盟轮值
主席国作用，推动欧洲

增强战略自主。中欧关
系基调是友好，合作是
主流，中欧是伙伴而不
是对手。双方要以相互
尊重为前提，以增进相
互了解为目的，坦诚深
入沟通，不搞麦克风外
交。科隆纳表示，法方
珍视独立自主的外交传
统，致力于深化欧中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交
换意见。王毅说，两国
元首多次通话，就尽快
停火止战、积极促进和
谈、减少外溢效应、警
惕阵营对抗等达成重要
共识，为双方加强协调
合作指明了重要方向。

俄乌局势已走到新的十
字路口。一方面，冲突
朝着长期化、复杂化方
向演进。另一方面，
和平的呼声在增强，劝
和促谈的努力在积聚。
当务之急是各方要形成
合力，多做有利于劝和
促谈而不是火上浇油的
事情。中方乐见法方积
极斡旋，中方也将继续
通过自己的方式发挥建
设性作用。科隆纳阐述
了法方原则立场，表示
法国致力于实现持久和
平，赞同当前形势下各
方应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
局势等交换了意见。

王毅同法国新任外长科隆纳通电话：中欧要坦诚深入沟通，不搞麦克风外交

【中新社北京26日讯】
2 6 日 发 布 的 《 大 数
据蓝皮书：中国大数
据发展报告No.6》显
示，2021年中国数字
竞争力指数位居G2 0
国家第二，北京、上
海、深圳数字竞争力
得分三年排名呈逐渐
上升趋势。

蓝 皮 书 提 出 的 数
字中国指数（群）自
2017年面世以来，采
集了517个指标，累计
万余条数据。本年度
的数字中国指数测评
在原有相关研究基础
上创新性构建六大指
数，对大数据各领域
发展进行综合评估。

数字竞争力方面，
蓝皮书指出，2019年
至2021年，中国连续
三年位居G20国家数字
竞争力总排名第二名。

从 全 球 2 2 个 重 要
城市数字竞争力指数
得分排名变化趋势来
看，北京、上海、深
圳数字竞争力得分三
年排名呈逐渐上升趋
势，数字化发展表现
异常突出。

数 字 经 济 方 面 ，
蓝皮书指出，中国省
域数字经济发展呈现
出“1+5+N”总体格
局。其中，“1”是广
东省一枝独秀，占据全
面引领地位；“5”是
北京、浙江、上海、山
东、江苏五省（市）竞

相发展，各显优势和特
点；“N”代表数字经
济发展总体水平低于
上述6省（市）的其他
地区。

数字法治方面，蓝
皮书认为，中国数字法
治已形成全面竞相发展
的格局。其中，广东、
江苏、北京、浙江、贵
州等地区位列数字法治
建设第一梯队。

数字安全方面，中
国基本形成“一超六
强”格局。其中，北
京遥遥领先，上海、
广东、江苏、湖北、
四川、浙江分列第二
到第七位。

数 字 政 府 建 设 方
面，中国东部整体强
于中部和西部。西部
的贵州、四川等省份
加码数字政府建设布
局，凭借后发优势，
正在迎头追赶领先省
份，数字政府得分排
名位居前列。

此外，数字社会方
面，中国东部地区整
体向好，西部部分地
区发展势头强劲。

据悉，该蓝皮书是
由大数据战略重点实
验室研究编著、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大数据理论成果。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
作为中国首套大数据
蓝皮书，在2017年首
次编撰出版，至2022
年已连续出版六册。

蓝皮书：2021年中国数字竞争力

指数位居G20国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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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此前10次欧战对
阵荷兰球队取得4胜4平2
负，其中2014/15赛季欧
联杯对阵费耶诺德取得1
胜1平。扎尼奥洛、卡斯
多普、姆希塔良、克里斯
坦特和斯马林轮换出场。

罗马(3-4-1-2)：1-

帕特里西奥；23-曼奇
尼，6-斯马林，3-伊
巴 涅 斯 ； 2 - 卡 斯 多 普
( 8 9 ' , 5 -维纳)，7 7 -
姆希塔良( 1 7 ' , 2 7 -奥
利 维 拉 ) ， 4 - 克 里 斯
坦 特 ， 5 9 - 扎 勒 斯 基
(67',37-斯皮纳佐拉)

；7-佩莱格里尼；22-扎
尼奥洛(67',17-韦勒图)

，9-亚布拉罕(89',14-
肖穆罗多夫)

欧协杯-罗马力擒费耶诺德夺冠 

穆里尼奥夺全满贯
【新浪体育26日讯】2021/22赛季欧协

杯决赛展开争夺，罗马1比0力克费耶诺

德，扎尼奥洛打入制胜球。穆里尼奥获得

全满贯。

【美都新闻网25日讯】印尼还将
主办2023年亚足联U-20亚洲杯F组
预选赛，印尼U-20国家队与越南、
香港和东帝汶同组。

据亚足联网站周三（5月25日）
发布的消息，抽签由亚足联于周
二（24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
行。

2023年U-20亚洲杯资格赛将于
今年9月10日至18日举行。然而，
被指定为东道主的印尼（足球协
会）尚未确定F组比赛的举办地点。

预选赛共有44个国家参加，分
为10个小组。所有小组第一名、前
五第二名将有资格与东道主乌兹别
克斯坦踢进决赛。U-20亚洲杯是

U-20世界杯的选拔赛。之后，2023
年U-20亚洲杯的前四名球队将获得
在印尼举行的2023年U-20世界杯的
参赛资格。

印尼曾18次参加U-20亚洲杯，
成绩相当不错，分别是1961年获
得冠军，1967年和1969年获得亚
军，1962年获得季军。

【新浪体育2 6日讯】
AC米兰官方宣布，老将伊
布在法国里昂接受了左膝
的受伤，预计要休息7到8
个月，也就是说，他要到
明年才能复出了。

米兰官方披露，伊布在
俱乐部队医的监督下接受
了手术，这次手术将通过
重建前交叉韧带、横向加
固并修复半月板来彻底解
决关节的不稳定性。

伊布与米兰的合同6月
3 0日到期，此前有消息
称，伊布与俱乐部达成了
续约一年的协议，年薪
250万欧元，但他的这次
养伤可能会让续约情况出

现变化。
有媒体称10月份将年满

41岁的伊布不排除就此退
役的可能。

【新浪体育26日讯】在带领罗马
拿到了欧协杯冠军之后，穆里尼奥
终结了个人5年的冠军荒，他的冠军
数也达到了26个。

教练生涯，穆里尼奥执教过波尔
图、切尔西、国米、皇马、曼联、
热刺、罗马等球队，在大部分的球
队都获得过冠军，除了早期在本菲
卡和莱利亚以及在热刺未夺冠。在
2002年接手波尔图后，他只在热刺
未能夺冠。

穆里尼奥在切尔西获得冠军最
多，达到了8冠，此外他在波尔图有
6冠，在国米有5冠，在皇马和曼联
则是3冠，在罗马1冠。

波尔图： 2 0 0 2 / 0 3 赛季葡超
冠军、200 2/ 0 3赛季葡萄牙杯冠
军、2002葡超杯冠军、2002/03
赛季欧联冠军、200 3/ 0 4赛季葡
超冠军、 2 0 0 3 / 0 4 赛季欧冠冠
军。

切尔西： 2 0 0 4 / 0 5 赛季英超
冠军、 2 0 0 4 / 0 5 赛季联赛杯冠
军、2005社区盾杯冠军、2005/06
赛季英超冠军、 2 0 0 6 / 0 7 赛季
联赛杯冠军、 2 0 0 6 / 0 7 赛季足
总杯冠军、201 4/ 1 5赛季英超冠
军、2014/15赛季联赛杯冠军。

国 米 ： 2 0 0 8 / 0 9 赛 季 意 甲
冠 军 、 2 0 0 8 / 0 9 赛 季 意 超 杯
冠 军 、 2 0 0 9 / 1 0 赛 季 意 甲 冠
军、 2 0 0 9 / 1 0 赛季意大利杯冠
军、2009/10赛季欧冠冠军。

皇 马 ： 2 0 1 0 / 1 1 赛 季 国 王
杯冠军、 2 0 1 1 / 1 2 赛季西甲冠
军、2012/13赛季西超杯冠军。

曼 联 ： 2 0 1 6 社 区 盾 杯 冠
军 、 2 0 1 6 / 1 7 赛 季 联 赛 杯 冠
军、2016/17赛季欧联冠军。

热刺：无。
罗马：202 1/2 2赛季欧协杯冠

军。

【新浪体育26日讯】
20 2 1年法网女双、女单
双料冠军克雷吉茨科娃，
继单打首轮被本土小将帕
里爆冷淘汰后，尚未与西
尼亚科娃踏上女双卫冕征
程便宣布因感染新冠被迫
退赛。克雷吉茨科娃也成
为继布兹科娃之后第二位
因感染新冠退出本届法网
的球员。

克雷吉茨科娃在In s上
发文称，“昨晚我开始感
觉不好，今天早上我醒来
时发烧了。我决定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

“ 我 无 法 在 这 里 卫
冕双打冠军，我感到非

常难过，但从积极的方
面来说，我很高兴自己
没有受伤，迫不及待地
想要恢复健康并恢复训
练。”

克雷吉茨科娃自从二
月底打完多哈站后便一直
因右肘受伤缺席，直到本
届法网开战时才回归。她
的双打搭档西尼亚科娃在
昨晚女单第二轮比赛中被
费尔南德斯淘汰，这样也
是单、双打都已经“出
局”。她们的签位由德国
组合弗莱德萨姆/玛利亚
替代。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此前确诊感染新冠的
布兹科娃也是一位捷克球
员。

印尼将主办2023年U-20亚洲杯预选赛

2023年亚足联U-20亚洲杯预选赛组别：

A组：沙特阿拉伯（东道主）、中国、缅甸、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

B组：卡塔尔、巴林（东道主）、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

C组：日本、也门、巴勒斯坦、老挝（东道主）、关岛

D组：约旦（东道主）、台湾、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北马里亚纳群岛

E组：韩国、马来西亚、蒙古（东道主）、斯里兰卡

F组：印尼（东道主）、中国香港、越南、东帝汶

G组：泰国、阿曼（东道主）、菲律宾、阿富汗

H组：澳大利亚、伊拉克（东道主）、印度、科威特

I组：塔吉克斯坦（东道主）、柬埔寨、黎巴嫩、新加坡

J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东道主）、文莱达鲁萨兰国。

【新浪体育26日讯】日
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一
行抵达南海新区，展开新
一周期的备战集训。中国
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
国乒男队主教练秦志戬、
女队主教练李隼等教练
员，以及马龙、樊振东、
陈梦、孙颖莎、王曼昱等
主力队员皆随队抵达，开
始集训。

5月25日，国乒威海训
练基地官宣，欢迎中国乒
乓球队回家。作为训练基
地的负责人，王楠积极部
署提前准备，为国乒提供
最细致和周到的服务，让
队员感受到家一样的温
暖，由于短期内主力队员
没有外出比赛的计划，因
此预计集训的时间不会太
短。

米兰官方披露伊布接受左膝手术 
预计养伤7到8个月

穆里尼奥生涯已拿26冠 最近20年只在热刺未夺冠

克雷吉茨科娃确诊感染新冠 

退出法网女双卫冕梦碎

国乒赴威海开展备战 
刘国梁随队前往进行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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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5月21日，印华百家姓协
会(PSMTI)新任总主席陈
荣光一行人，在印华百家
姓姓协会雅加达分会主席
张在进，辅导主席陈社
栋，副主席何志基、丘振
盛、萧肇炫等陪同下，造
访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
（简称：广联）。双方进
行了亲切友好交流座谈。

是日，陈荣光一行人
抵达印尼潮州乡亲公会

后，受到了广联总主席蔡
裕资，广联执行主席连介
豪，秘书长杨健昌, 财政
罗翊芳，以及印尼潮州乡
亲公会元老杨金锋，董事
会主席李汉泽和青年团等
理事的热情接待。

蔡裕资在致辞中，对
陈荣光一行人的莅访表
示欢迎。他说：“这是
我们友谊的聚会，团结
的象征，也是我们取长
补短，开放学习的好机

会”。PSMT I在印尼属
于资深的华社，经验丰
富，贡献良多。此次换
届选举圆满成功，可谓
百家姓人才济济，后继
有人，可喜可贺。

蔡裕资在会上提议，
希望双方今后在保持密
切交流的基础上，进一
步推动两会青年部的交流
互动，让年轻一辈加强合
作，加深关系。如今年轻
一代华族精英，有双重教

育背景，更具备一定的囯
际视野，对于印尼现代本
土文化的认知更加深入。
青年们更有先决条件，也
更容易， 融入当今印尼
主流社会。所以，华社必
须加紧培养年轻的后辈，
同时不遗余力，为他们创
造施展才能的空间。只有
这样，印尼华社才有可能
保持健康旺盛的生命力，
真正做到人才永蓄，长盛
不衰。

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能加深双方的友谊交流，
建立更密切的合作。相信
印华百家姓协会今后在陈
荣光总主席和全体理事的
共同努力耕耘下，会务必
将蒸蒸日上，再谱新华
章，再创新辉煌！」

陈荣光致辞，感谢广
联各位领导的热忱接待。
他说，此次访问旨在建立
更良好的关系丶合作与沟
通。我们需要继续并改善

这种沟通与合作，百家姓
有一个计划，计划将在所
有省份组建百家姓分会。
目前，PSMTI 已在25个
省份成立分会。未来，我
们将在全省各区市进行规
划, 然后还将举办一个媒
体节目，让PSMTI的所有
活动都得到大众的支持，
不仅是华人社区，而且是
整个印度尼西亚社区。

双方在交流会，并互
换纪念品后合影留念。

【本报讯】5月12日，印
尼龙狮联合总会（Federasi 
Olah Raga Barongsay Indone-
sia简称：FOBI）在北苏拉威
西省为北米纳哈萨县(Kab.

Minahasa Utara) 龙狮分会新
届（2021囯2026）理事会主
席Arly Dondokambey暨全体
理事主持就职典礼。

北米纳哈萨县县长Joune 

J.E Ganda，以及印尼龙
狮联合总会北苏拉威西省
分会主席Suntje Moninca，
秘书 Jurnal Humena S.E, 
地方检察官Airmadidi Yo-

hanes Priyadi与当地青年体
育局局长Drs. Maximillian 
Tapada等出席就职仪式。

北米纳哈萨县龙狮分会
主席Arly Dondokambey与

北米纳哈萨县县长Joun e 
J.E Ganda，以及FOBI北
苏拉威西省分会主席Sun-
tje Moninca分别致辞。希
望通过此次 FOBI北米纳

哈萨县分会的新一届理事
就职，能培育更多的优秀
舞狮运动选手，进一步提
高我国舞狮技艺的发展。
（FOBI供稿/图）

印华百家姓协会新任总主席陈荣光率团

造访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

印华百家姓协会陈荣光总主席与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蔡裕资总主席暨两会领导合影。（广联供图）

印华百家姓协会一行人与印尼潮州乡亲公会诸理事合影。

蔡裕资总主席在双方代表陪同下赠送广联特刊给陈荣光总主席。 印华百家姓协会陈荣光总主席赠送纪念品给广联总主席蔡裕资。

张在进主席代表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分会赠送茶杯给杨金锋老先生。 交流会一景。

印尼龙狮联合总会北米纳哈萨县分会理事就职典礼

北米纳哈萨县龙狮分会主席Arly Dondokambey
为理事会主席决定书签名。

FOBI北苏拉威西省分会主席Suntje Moninca 致辞。 FOBI北米纳哈萨县分会理事就职典礼一景。



少霆又默了一下，

这才闷声道：“他

明显不怀好意。”

“啊？”江夕荷呆愕，

傻眼。“他哪里不怀好意

了？”

她怎么看不出来？

“你和他又不熟，他为什么

要送鱼给你？”

江夕荷眨了眨眼，以不解的

语气道：“谷村的村民都很

热情，送我东西的不只有他

啊，难道其它人也都不怀好

意？”

池少霆这回没有应声。

江夕荷晃了晃他牵着她的

手，认真的问他，“你说实

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池少霆这回又沉默了更久，

么到江夕荷以为他不会回答

她这个问题决定放弃时，他

这才闷声答道：“那家伙喜

欢你。”

“啊？”江夕荷目瞪口呆的

看着他，整个傻眼。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池少

霆转头看了她一眼，一脸严

肃。“谷村村民家家户户勉强

都只够生活温饱，没有谁会平

白无故就送他人一条大鱼的，

他这样讨好你明显有所图。”

江夕荷表情古怪的看着他，

问他，“你这是在吃醋

吗？”

池少霆顿时浑身一僵。

江夕荷顿时就笑了起来，愈

笑愈开心，愈笑愈不可抑

止，笑得池少霆的脸色真是

愈来愈尴尬。

“这不是吃醋，是就事论

事。”他为自己辩道。

“可是我喜欢你为我吃

醋。”江荷笑容满面的对他

说，然后左右张望了一下，

见四周没有人，她踮起脚尖

迅速地在他脸频上亲吻了一

下。

池少霆难以置信的瞪大了双

眼，压根儿就没想过她大胆

到这种程度。

他们这是在外头啊，若是让

人看见了……想到这，他迅

速转头左右张望了一下，见

四周没人这才放下心来。

“以后不许在外头做出这样

的举动，若是让人见了会当

你随便，不是正经人家出来

的姑娘。”他一脸严肃的告

诫她。

“我有注意周围没人。”江

夕荷笑咪咪的对他说。“况

且别人要怎么想、怎么看我

不管，只要你知道我是什么

样的人就够了。”

“我不喜欢见你被人闲言闲

语。”池少霆认真的对她

说。

“我与江家断绝关系的事，

早就注定了我一辈子都脱离

不了被人闲话的命运。”江

夕荷摇头道。这事她早有心

理准备，就是不知道他有没

有想过这件事。

池少霆蹙了蹙眉，说：“那

件事我也参与其中，若真有

人拿此事批判你，你尽管把

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说

是我坚持这么做的，你只是

出嫁从夫。”

“这样会影响你的仕途。”

江夕荷看着他摇头道。

“我虽考取了功名，却不代

表非要走仕途，像现在这

样云野鹤的生活其实也不

错。”池少霆安慰她，不想

她为此担心。

江夕荷言顿时双眼发亮，

满怀希望的脱口问道：“

真的吗？”

“看样子你很不希望我走仕

途进官场。”池少霆看了她

一眼，一语道破她的真实想

法。“可是这条路咱们却非

走不可，没有选择。”他看

着前方，眼神坚定的老实说，

走不走仕途他是无所谓，但现

在形势却不得如此。

“为何？”江夕荷不解。

池少霆牵着她的手继续往前

走，一边为她分析解惑。

“我的父亲是太子少傅，为了

仕途，不管他与我的父子亲情

有多薄弱，我们都无法象你与

江家那样断绝关系。”他苦笑

道。“父亲既在朝中，又是太

子亲近之人，是逃不过权谋

斗争的。他若稍有不慎，咱们

也不可能幸免于难的逃过那

劫数，所以我一定得走仕途，

尽可能的了解朝中事以防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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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有可能，宋富的双重身
份中生物学家的身份，一直
是他从事另外一种活动的掩

饰！“旅行教授”这个名称，便表明
了他不是安份守己的人！

当下，只听得红红“噢”地一声，嚷
道：“教授，你怎么啦，几个胡克
党，就将咱们吓退了？”
宋富的发言，十分沉着，道：“小
姐，不是几个，这里是胡克党的大本
营！”红红道：“那更好了，菲律宾
政府，是我们的友人，胡克党和菲律
宾政府作对，我们可以将他们破获，
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宋富“嘿嘿”地干笑了两声，道：“
大破胡克党，是也不是？你是在编写
第八流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么？还是你
有了原子死光？”
宋富讲完之后，红红好半天未曾出
声，才道：“那我们怎么办？”
宋富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我们
先要找到，于廷文将这笔钱，藏在岛
上的什么地方？”
我听到了这里，又转过头去，低声
道：“宋大哥，原来他们也不知道那

笔钱，究竟是藏在岛的那一部份，看
来我们，不至于失败。”
宋坚点了点头，又作了一个手势，嘱
咐我不要出声，我向船上指了指，示
意我们是否要爬上艇去，宋坚却摇了
摇手，表示不用。
我同意宋坚的意见，我们两个人，仍
伏着不动。只听得红红的声音，传了
过来，道：“教授，我们只要到了岛
上，还不能明白么？”
我听得红红称呼对方为“教授”，已
经知道我对于宋富的判断是不错的
了。
他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的确是一个
十分出名的生物学家，但同时，他却
也是宋坚的弟弟，飞虎帮的叛徒，红
红和他之所以曾在一起，当然是因为
他曾在红红就读的那所大学教过书的
缘故！
这时候，我心中十分着急，因为宋富

是这样的一个人，而红红又是如此天
真，他们两人在一起久了，是不是已
发生了什么难以估量的事情，使我无
法对姨母交代的呢？
只听得宋富道：“王小姐，这岛上，
你难道敢上去？”
我听得宋富如此称呼红红，心中才放
心了些。红红道：“我当然敢，只要
到了岛上，再想想办法，我相信，这
几句难以解释的话，便一定可以有结
果了，教授，你说是不是？”
宋富像是沉吟了片刻，道：“那个也
不见得，只不过我们好不容易，将二
十五块钢板，一齐得在手中，如果空
手而回，实在难以心息，可是我们
一上岛去，只怕立即便要被他们捉
住！”
红红道：“教授，你是知道格丽丝
的？”
宋富道：“自然知道。”

“就在你们来田园居的第一天，你不
必在意过去的事情让乐乐知道啊，既
然你和她已经是夫妻了，就要相互扶
持体谅，好好地过你们的生活。”她
又道：“而且乐乐亲口答应我了，她

会照顾你、对你好，
有她在你身边，我真
的很放心很高兴。”
他还陷在韩家乐知道
他所有事情的震惊之
中，她怎么完全没跟
他提过她知道了？
而且让他更不可置
信的是……“乐乐
她……真的这么说？
她从来没有问我过去
的事情。”
她竟然答应奶奶说要
照顾他、对他好，难
道这只是她演出来的
吗？
回想和她相处的情

形，他不禁脱口道：“难怪她最近对
我有些奇怪的行为。”
“奇怪的行为？”田冬娥不解的反
问。

王智渊告诉奶奶，他跟乐乐在外面用
餐，好几次乐乐会刻意到有红豆芝麻
汤圆的摊位买给他。
有时候乐乐会忽然盯着他，讲些奇怪
的话，他听得莫名其妙，以为她在耍
宝。
“还有，她明明对乐高不感兴趣，还
要挑我在烦工作的时候，叫我一起到
乐高专卖店逛，她却撇下我，自己在
人家的店内呼呼大睡。”
田冬娥越听越有趣，对着孙子笑咪咪
的道：“那是因为乐乐知道你玩乐高
能够静心、舒缓工作压力，她才要你
去逛逛，甜汤圆也是啊，无论乐乐做
了什么或说了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她不过问以前的事，是怕你再想起来
悲伤，所以选择默默的关心你，看来
她很爱你，你能娶她做妻子真是太好
了。”
韩家乐……爱我？
这个念头令王智渊的心瞬间失序，好

似从悬崖边高空弹跳下来，天旋地
转，脑子飞快闪过不可能。
她是因为奶奶、因为签了一千万的
契约，才会说照顾啦对谁好的谎
话。
但是在奶奶看不见的地方，她又何
必演戏，为什么要买他爱吃的甜
食？
为什么要陪他去乐高店？她甚至根
本没必要管他醉倒在哪里……
你没有克死家人，你父亲和哥哥的死
绝对不是你的错，你千万不要胡思乱
想……
他为什么总是将梦里的温暖嗓声与韩
家乐联想在一起？
为什么不停想着她在他身旁熟睡的笑
容？许多的为什么令王智渊心烦意
乱，毫无解答。
“看你酒醉舒缓了，我也放心了，哎
呀呀，腰酸背痛……”田冬娥边呻吟
边让阿兰扶她站起来。

很多时候，你那些义无
反顾的执着；
那些让你遍体鳞伤的坚
持；
最终都将成为浮云。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152)

(75)

(62)

“今日你们既已告知我玉簪贼婢死
去，又是昔日对我有恩的诸，葛双奇
弟子，崔妙妙绝不对你们存有恶意。
只请告诉我另一深仇踪迹，倘能再代
我传上一信，便深感大德，必有以报
的了。”
葛龙骧对这位勾魂玉女绿发仙人崔妙
妙的事迹，虽不了解，但仅从这外号
看来，昔年必是一位风姿绝代人物，
魏无双则因出身邪教，曾听乃师天欲
真人说过这一段往事的大概情形。
知道崔妙妙当年曾以绝世容光，诱得
一位武林大侠，磨尽壮志雄心，甘
伺眼波，终于背叛师门，死在石榴裙
下。那位武林大侠的师门长者，遂纠
合群雄，逼令崔妙妙自尽谢罪。诸、
葛双奇则因崔妙妙平素既少恶迹，此
次也是出于男女双方情爱过浓，亦非
有意为恶，才出面讲情。由崔妙妙立
誓幽居，不履尘世，而了却此事。
这时听崔妙妙要打听另外一个她所痛
恨之人，魏无双依然含笑答道：“魏
无双等早已有言，知无不告。崔老前
辈的第二位仇家是谁？”
勾魂玉女绿发仙人崔妙妙脸上闪现出
一种奇异光辉，眉目之间深笼极度愤
怒，发齿说道：“是我嫡亲胞姐‘雪
衣神婆崔逸’”。这六字太陌生，
葛、魏两人仿佛耳中从未听过。
崔妙妙一看二人神色，便又微喟一声
说道：“我这胞姐太已冷酷无情。
以她那身绝世功力，当年若肯稍加援
手，我何至在这小相岭幽谷之中，独
受凄凉达四十多年之久？看你们情
形，目前想是不知。倘万一江湖行道
相遇之时，请代为传语，约她来此一
会，崔妙妙便感激不尽了。”
魏无双、葛龙骧均是性情中人，见崔
妙妙说话神情凄苦已极，不由暗想
这样一位老人，独居幽谷之中四十余
年．从绿发朱颜变成鸡皮鹤发，委实
可怜。昔年一件无心之失，理应足以
抵偿。所以几乎同声问道：“崔老前
辈所立是何誓言？竟致四十余年不出
幽谷。”

崔妙妙双睛微闭，好似回亿无穷往
事”少顷过后．徐徐睁目说道：“当
年誓言，是玉簪仙子所撰，要我当众
朗读。
崔妙妙摇头说道：“那誓言是：‘泰
山之石不倒．东海之水不干．我便不
能重履尘世！’清想泰山何时才倒？
东晦万载不干！虽承你们一片好心，
但这种恶言也是永世难解的了。”
葛龙骧闻言之后，也为之长嗟。但魏
无双妙目一转，却向崔妙妙笑道：“
崔老前辈且放宽心，晚辈等因身有急
事，目下必须告辞；但半年之内，必
然来此，为老前辈设法解除此誓。”
崔妙妙似听如此重誓，魏无双仍然自
称能解，不由惊奇得“哦”了一声，
说道：“看你们根骨气质，虽然是瑶
池仙品一流，门户宗派亦高。但绝不
会旋转乾坤，有推倒泰山、煮干东海
之术。”
魏无双笑道：“晚辈虽然年轻，但绝
不轻于然诺。老前辈且再明心见性地
苦修半年，或者不等我们来此，誓言
便会自解，晚辈等就此告别。”
崔妙妙此时脸上的凶戾之气，业已化
作了一片祥和，含笑说道：“彼此风
萍相聚，颇有因缘。我独居幽谷，身
无长物，且各赠昔年所用的‘销骨五
云丹’一粒，此丹虽非你们正派名门
弟子所愿应用，但一旦急难临头，以
之对付异派凶邪，却定然出其不意，
或可收莫大效果。”
魏无双、葛龙骧称谢接过。小摩勒杜
人龙则因一见崔妙妙之面，就挨了
这“销骨五云丹”
一下，此时面上犹有愤色，站在一
旁，并末伸手、魏无双见状，代他接
过，向崔妙妙躬身施礼作别。
三人上谷以后，记清周围形势，仍向
西藏大雪山疾驰、杜人龙却向魏无双
问道：“魏姐姐，我倒要看看你在半
年之内，怎样把泰山推倒、东海填
平，去向那老妖婆交代？”
魏无双笑道：“我不但到时准能办
到，并已对崔妙妙暗透禅机。或者
她先期脱困，也说不定。反正途中无
事，龙弟弟与杜师弟且各凭聪明才
智，猜猜我怎样替崔妙妙解除此重
誓？”
杜人龙皱眉苦思，久久未得。葛龙骧
却从魏无双“暗透禅机”四字，想到
她要崔妙妙再明心见性地苦修半年之
语，心头豁然一悟，口中吟道：“菩
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杜人龙也自欢然叫道：“三师兄猜得
对，玉簪仙子不过为这崔妙妙打了一
个禅机，泰山何曾有石？东海又哪里
有水？”
魏无双摇头笑道：“你们参了半天禅
理，仅是皮毛。非但泰山有石，东诲
亦自有水。不过石非此石，水非此水
而已。” (254)

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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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多么不易 文/恩岩

同工，是基督教的专
用名词，也是我刚信主时
不能懂的词之一。因为不
懂，就得多留意。

通过观察，发现同工
是在教会中一起工作的
人。比如，牧师和执事
是同工。渐渐又发现，我
也可以被人称为同工，就
是当我陪传道人一起传福
音、探访时。

我似乎明白了：只要
是信主的两个人或几个人
一同做与服侍有关的事，
就可以称为同工。

所以，那时我觉得成
为同工是很简单的事——
确实，组合在一起很简
单。

可是信主多年后，我
看到的是：善始的同工合
作很多很多，善终的同工
关系却很少很少。

曾经看到一间教会的
牧师与传道人各自为政，
很不和睦。殊不知，在教
会成立之初，两个人乃至
两个家庭的关系极好（那

时还不是同工）。谁料
到，在教会同工后，二人
的关系逐渐疏远，最终分
道扬镳，形同陌路。

本来美好的关系，却
因为“同工”，被破坏
了。

同工的关系，一点儿
都不简单。  

看来，不与人同工最
安全。然而，一人不能完
成大使命，服侍中最忌单
打独斗。那么，怎样才能
同工到最后还不至分裂成
伤呢？

我想，如果把同工关
系当成婚姻关系来看待就
会好很多。想到这点时，
突然明白神为什么拣选那
么多夫妻共同完成某项使
命了。因为基督徒夫妻分
裂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把同工关系当作
婚姻关系来看待，就要想
想婚姻建立的过程。信主
的二人进入婚姻之前，要
对彼此有足够的认识和了
解，然后，才决定要不要
进入婚姻。这中间最重要
的是多多祷告，寻求神的
引导。               

二人若想同工，是不
是彼此间也要先有足够的
认识和了解，然后在不断
的祷告中寻求神的引导

呢？
这使我想起了蔡苏娟

女士与玛丽·李曼女士的
同工关系。拿起《暗室之
后》又读了一遍，忍不住
流泪的同时，努力发现她
们是如何同工的。

蔡女士说李曼女士从
未正式邀请过自己与她
同工。每当蔡女士向她
征求意见时，李曼女士
总是说：“愿主耶稣引导
你。”

蔡女士在书中说：“
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
生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
我们都应当直接从神那儿
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
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
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
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
神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
话……是主自己领我俩
在一起事奉祂。”

两人都清楚明白主的引
导，这离不开她们虔诚的基
督徒生活。从书中发现，她
们真的做到了“凡事祷告”
、“不住祷告”。

同工的联合在某种程
度上可能没有夫妻间紧
密，并且二人也没有在上
帝面前宣誓委身。但若在
神的引导下确定了关系，
是不是就要像婚姻中的夫

妻那样彼此相爱和互相担
当，努力维护这种关系
呢？

蔡女士在书中也提到
了她的另一位同工，是帮
她处理信件等事务的。她
们同工了十五年。

蔡女士说：“许多时
候，我们都各自怀着难以
告人的重担。照理说，这
些重担，可能拦阻我们的
活动，但当我们祷告，把
重担卸给主，就能继续和
谐的工作下去。然后我们
又发现，我们不需要再背
起那些重担了，我们把重
担留给那背负我们重担的
主耶稣基督。”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此
处时，我很惊讶，因为没
想到如此属灵的同工间还
会有“难以告人、可能拦
阻她们活动的重担”。那
时我的焦点完全不在蔡女
士提到的处理方法上。

重读此书，就是为了
找到此处记载。现在，
深入我心的是：“当我
们祷告，把重担卸给主，
就能继续和谐的工作下
去……”

祷告，向祂诉说，多
么重要。很难想象，当她
们中的任何一方不知道祷
告倚靠主时，二人该如何

要看清自己的缺点是很
不容易的，大部分的人都
认为自己没有杀人放火，
没有做土匪强盗，当然是
个好人，怎么会有什么缺
点？可是大家都没发觉，
自己在人前人后其实是有
差异的。

例如在利益交关时，
心里难免有亲疏厚薄的分
别；当别人发生事情时，
也常常生起“莫管他人

瓦上霜”的念头，心里会
想：“这是人家的事，人
家好是他家的事，人家坏
我们也帮不了他的忙，管
他去！”这种心态，究竟
是好心呢？还是坏心？

我们常常做了坏事，说
了坏话，存了坏心，却不
知道自己已犯了过失。

这是因为大家习以为
常，没有想到这样其实是
错的。可是佛法里的修行
方法，像念佛、拜佛、打
坐，还有诵经，都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自我，发现自
己的缺点，并且更进一步
肯定自我。而这些方法都
是非常简易、人人可做
的。

透过念佛、打坐，我

们比较容易看清自己的存
心，当一个念头出现时，
我们会想：“这是对自
己有利，还是不利？”“
是 对 人 有 益 ， 还 是 无
益？”“是损人不利己，
还是损己不利人？”

像这些细微的念头，均
能一一判断出来，并适时
纠正自己。

我们平日常常不知不
觉就把时间花在闲谈、
杂 话 、 做 无 聊 的 事 情
上，这究竟是好还是不
好呢？表面上看起来没
什么不好，又没有做坏
事，只是无聊地说说、
做做罢了。其实，这就
是在浪费生命，不仅无
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对家庭、社会，对其他
人也都没有用。

事实上，只要不好好运
用自己的生命，不能物尽
其用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就是浪费生命，这本身就
是一件坏事。

从正面积极的态度来
看，我们不仅要消极地不
做恶事，还要积极地努力
做好事。信佛、学佛，可
以藉由定课来训练自己，
譬如每天都要打坐、念
佛、忏悔的人，如果有一
天没做到，就会觉得自己
浪费了生命，十分不应
该。这样，你对自己才能
够肯定，你的自我也才能
够坚强起来，否则很容易
陷入醉生梦死之中，成天

悠悠忽忽、迷迷糊糊过日
子。

也许你会认为醉生梦死
没什么不好啊，反正生活
不都是吃饭、睡觉吗？但
是你可曾想过：“别人吃
了饭在做什么？你吃了饭
又在做什么？”还有“别
人睡觉以后在做什么？你
睡觉以后又在做什么？”
如果你连这些都没有思考
过的话，那就遑论了解自
我了。

像这些问题，我们平常
很少想到。但是如果你是
一个经常反观自心的人，
会很容易注意到自己的问
题，有哪些不应该做的你
做了，或者应该做的你还
没有做。

看清自己的缺点是很不容易的 文/圣严法师

继续同工下去。
就像夫妻间会有不愉

快那样，同工之间也是如
此。但如果同工都学会在
不断祷告中把重担交给
主，而且能在对方冒犯自
己时愿意饶恕，在自己得
罪对方时肯祈求原谅，同
工间的种种悲剧或许就不
会产生了。

主耶稣在世三年多的
时间，一直与12个门徒同
工，没有分裂过。主耶稣
用完全的爱去爱门徒，用
完全的谦卑去服侍门徒。
主耶稣有敏锐的分辨去指
出门徒的哪些话出于神，
哪些话出于魔鬼；主耶稣
也有非常的智慧去调解门
徒之间的矛盾，同时纠正
他们的错误……主耶稣在
世，也为我们树立了如何
同工的榜样。

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
差派为主做工，后来因为
马可，他们“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起了争论，谁也说服
不了谁，然后分开。所有
同工的分裂大概都是这个
过程吧。

虽然主的工还是在继
续，但是我相信，保罗与
巴拿巴的分开不是主所喜
悦的，因为他们是神所印

证的同工。或许，当他们
在祷告中把重担交给主，
就不会有后面的结局了。      

我觉得，那时是保罗
服侍的早期，保罗难免血
气过剩。在晚年时，保罗
肯定了马可，是不是也因
为他对当年与巴拿巴分开
之事，有了更多的思考
呢？

同工的分裂总会带来
伤痕，有时甚至是“血肉
模糊”的重创。避免这种
悲剧的办法是同工的人都
能通过祷告紧紧倚靠主，
努力顺服神并彼此顺服（
违背真理的除外）——绝
不是期待对方顺服自己。
当然更少不了彼此切实相
爱。

曾经十分不明白爱为
什么能遮掩许多的罪，原
来，爱能遮掩彼此间互相
得罪的地方。一个善意的
举动，一个温暖的眼神，
一份真诚的礼物……都可
以弥合彼此间的嫌隙。

同工不易，但在主没
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愿
意去倚靠祂。不希望自己
的同工关系出现裂痕，也
不愿再看到其他同工分裂
的惨剧，唯求主的施恩与
怜悯。（来源：原创投稿
旷野呼声）

不贪的人才是宝 文/星云大师

春秋时，宋国有一个人
得到一块美玉，献给做官
的子罕，子罕坚辞不受。
那个人以为子罕不识货，
就明白的告诉他说：「
这是一块宝玉啊！」子罕
道：「你以玉为宝，而我
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
了你的美玉，我们都失去
了自己的宝贝，不如各守
其宝吧！」

世间之人多以名闻利养
为宝，或以稀有之物、珍
爱之物为宝，其实，所谓
「宝」，就是一个贪爱、

贪执；因为有贪，才需
要宝。身外的宝再多，不
如心中的一念知足、感恩
之心；贪欲的人即使再富
有、宝再多，仍是富贵的
穷人，唯有「知足常乐」
，才是真富有。

不贪为富，不贪为贵，
不贪才是宝啊！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
被人骗了！歹徒骗人的伎
俩，诸如：金光党用假钞
骗真钞、不法商人用假货
骗取金钱、不肖之徒用可
怜相博取同情遂行诈骗、

宵小之辈以花言巧语获得
欢心后行骗诈欺。

世间骗人的花样很多，
一般人之所以上当受骗，
除了少部分人因为基于恻
隐之心，未经求证就听信
于人，让歹徒有可乘之机
外，受骗的原因，大都是
因为贪心；贪心，才是受
骗的最大原因。举例说：
有人谎称有传家宝贝骨董
一件，价值不菲，因需钱
孔急，只要有人出价三十
万，即可半卖半送；如果
你贪图别人的宝贝，自然

上当。
也有人说，自己有土地

一块，市价值几千万元，
因生意一时周转不灵，希
望能以土地抵押向你借款
五十万元，一等卖地后，
连本带利六十万元奉还。
结果事后发现，土地权状
是伪造的。也有人声称与
朋友合伙投资生意，明年
即可分红多少，现在需要
资金三百万，请你先给予
方便，明年加倍奉还。结
果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
回。

笃信与警惕

因接受了真主最后的启
示— —《古兰经》，遵循
了封印使者的道路，穆斯林
大众与曾受天经启示的群体
以及不信天启的群体，在内
心的认知和行为的选择上有
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与准则。
信道者“因真主而喜爱，
因真主而憎恶”，绝不会
使用悖逆、迷误、迷信、愚
昧、“讨好”等错误的方
式，来律己和劝导他人。

使者说：“凡以愚昧的
内容劝导他人者，即使礼拜
斋戒，并自称是穆斯林，实
则却是火狱的居民；故你们
当以真主的倡导而劝导，以

真理的标准（注：用实践真
理的行为）而称为穆斯林、
信道者、真主的仆人。”

曾经，追随先知祂的圣
门弟子们围绕着这一神圣
的准则，即紧握“清真言”
这一尊贵言辞绝不动摇，凭
借真主的援助，将所有民族
团结了起来，即使其中的悖
逆者、曾受天经启示者以及
不信天启者，曾用各种欺骗
的言辞和术语来迷误自身误
导他人，但，纵观至今千余
年，敬主遵圣的言辞，依然
响彻世间，因，真理永存！

信仰不仅是口头的表
白，更是内心的真实笃信伟
大真主说：“你说：「信奉
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
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
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
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
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
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种
信条，那末，你们说：「请

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古兰：3:64】

这是信士们纯洁完美的
作证表白，是仆人与真主神
圣的契约与标志，更是信士
们内心对信仰笃信的真实体
现。

而相反，如果没有内心
的笃信，即使言谈词华典
赡，也无非是自欺欺人，将
会在其行为中贻笑大方，最
终咎由自取。

先知说：“口头上信
道，而伊玛尼没有进入其心
的人啊！你们不要诽谤穆斯
林！不要偷窥他们的隐私！
凡偷窥兄弟的隐私者，真主
必予以惩罚，即使他身居家
中，也会让其出丑。”

警惕“失之毫厘”
因真主深知人的秉性，

所以为人定制的生活方
式——伊斯兰——简单易
行，没有任何繁复与冗余。

如，先知说：“伊斯兰

建立在五大功修之上，作
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
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
功；交纳天课；封斋月的
斋；有能力者朝觐天房。”
这节圣训，简明直接地表明
了“功修的支柱”是什么，
没有任何“绕圈”之处。（
注：五大功修仅是支柱，不
是全部。支柱上伏以砖瓦和
装饰（美德与善功），才是
一座完整的房屋。）

但，纵观现代的穆斯林大
众，有时候，人们会有意无意
的在本来直接明了的教门事物
中，加上人为意愿的解释，或
嫁接祖先遗留的错误认知和习
俗，将纯洁的信仰信条和指导
内容掺杂进了私欲的解释或偏
离的误导，在找寻和坚守信仰
的路上人为设置了数不清的困
扰与“荆棘”。

“有人劝他们说：「你
们应当遵守真主所降示的经
典。」他们就说：「不然，

我们要遵守我们祖先的遗
教。」即使他们的祖先无
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
要遵守他们的遗教﹚吗？”
【古兰：2:170】

作为信道者，应当对
这类“注入式”的似是而
非的“小事儿”保持高度
的警惕，因为这种情况往
往从蚕食正确称谓的细节
开始，尔后逐渐篡改其仪
式，最终偏离正信。（如
将“天课”认为是一种“
税收”，就会失去“净
化”的意思，也体现不出
出天课者对接受天课者的
感谢，以及天课带来的稳
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当今时代，有的穆斯林
妄称自己人生的意义就是
获得真主的喜悦而进入天
堂，但行为中犯罪作恶，
制造分歧，侵吞钱财、破
坏声誉，甚至杀人放火，
并将这些恶行牵强附会
在“信仰”上，各种错误
和曲解真主的启示和先知
祂的教诲。如此扭曲丑陋

的现象很多都始于对经典
的细微曲解，而逐渐变
大，加之盲从者附和，尔
后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了
严重的后果。（注：这种
现象的出现也是真主对信
道者的提醒和历练，提醒
其杜绝并远离，历练其经
受考验获得提升）

信道者，如果“紧握真
主的绳索”（敬畏、古兰、
伊斯兰等内容的合称）并思
考经训中美好言辞背后的真
正指导意义，就会得到真正
天启的浸染，关于各种真理
术语和人为术语的“结”就
会解开，如阳光照亮房间般
阴影全无，一片光亮，就会
真正视真理为真理，视虚伪
为虚伪，视善为善，视恶为
恶，力行善功，远离罪恶，
获得恩典。

因为，“你们当保持真
主的浸染，有谁比真主施
洗得更好呢？「我们只崇
拜他。」”【古兰：2:138
】真主至知

（来源：伊斯兰之光）

文/穆斯林

透 过 这 些 自 省 ， 你
对自己会愈来愈清楚；
如果又能逐渐改善自己
的缺失，你就会对自我
愈来愈肯定，愈来愈有
信心，愈来愈能够指挥
自己、掌握自己，这时
候，自我的信心就建立
起来了。

也有人自称手上有军
粮二千石，无法报销，只
要你付运费十万元，即可
免费奉送。结果二千石粮
食没个影儿，十万元也飞
了。

世间形形色色的人，
到处不乏骗子充斥人群。
被人骗了，如果尚能承
担，还算小事，人生最大
的愚事，是自己骗自己。
不能认识自己的居心动
念，不能认识自己的因缘
关系，「不知为知，不明
为明」的自我伪装，虚
张自己的条件，护短、恕
己，都是自欺欺人、骗人
骗己。

如何从蒙骗中解脱出
来呢？唯有放弃虚妄、贪
图，回归自我的真实面
目；才能不骗人，也不为
人所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