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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把泽连斯基总

统的信息转达给俄

罗斯总统普京

佐科威总统在会后与泽
连斯基总统发表新闻声明
时说：“我向泽连斯基总
统传达，我此次访问是为
了表明印尼对乌克兰局势
的关注。”

佐科威总统肩负着为寻
求俄乌冲突和平解决方案
的历史使命。希望能缓解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如火
如荼的紧张局势，促进俄
乌的和平谈判进程。

佐科威总统强调了印度
尼西亚关于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重要性的立场。 虽
然实现起来难度还很高，
但佐科威总统也传达了和
平解决的重要性，表示和
平精神永不熄，持之于
恒，和平是古往今来人类
永恒的向往和追求。佐科
威总统说道。

“在这方面，我将把泽
连斯基总统的信息转达给

俄罗斯总统普京，我将很
快访问莫斯科，”佐科威
总统补充说。

此外，佐科威总统还表
达了战争对人类的影响。 
凭借现有能力，印度尼西亚
人民和政府正在努力向乌克
兰提供援助，包括医疗和承
诺重建基辅周围的医院。

缓解全球粮食危机 
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
此外，佐科威总统还传

达了乌克兰对世界食品供
应链的重要性。因此必须
尽一切努力使乌克兰能够
恢复出口食品。

“各方必须为乌克兰食
品出口提供顺利和安全保
障，包括通过海港。 我支持
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佐科威总统强调说。

邀请泽连斯基总统出席
巴厘岛G20峰会

值此之际，佐科威总统
再次直接邀请泽连斯基总
统出席将于今年11月在巴
厘岛举行的G20峰会。 佐
科威总统还传达了印尼继
续加强与乌克兰双边合作
的承诺。

和平是古往今来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

佐科威称访问乌克兰体现印尼对乌克兰的关怀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当地时间周

三（6月29日）佐科威总统抵达马里因斯基

宫并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热烈欢迎，两位国家领导人举

行了双边会谈。 佐科威总统在会见中表示，

访问乌克兰充分体现了印尼人民对乌克兰人

民的关心。

当地时间周四（6月30日）中午11时左右，佐科威总统和第一夫人伊丽雅娜乘坐总统专机
GIA-1降落在俄罗斯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Vnukovo II）机场。佐科威总统受到俄罗斯联
邦礼宾部首脑伊戈尔·维克托罗维奇·博格达舍夫（Igor Viktorovich Bogdashev）和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Mikhail Bogdanov）的迎接。当地时间周三（6月29日）佐科威总统抵达马里因斯基宫并

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热
烈欢迎，两位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

“今年是印尼与乌克兰
建交30周年。 我传达印度
尼西亚承诺继续与乌克兰
加强更好的合作，”佐科
威总统说。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
总统对印尼总统佐科威对
乌克兰的访问表示高度赞
赏。 他说这是自乌克兰战
争以来，佐科威总统是首
次访问乌克兰的亚洲国家
领导人。

“感谢佐科威总统的光
临，这是乌克兰危机以来

亚洲领导人的首次访问。 
我还邀请印尼企业参与乌
克兰战后的重建工作，”
泽连斯基总统说。

乘 坐 特 别 列 车
（KLB）11小时后，佐科
威总统和第一夫人伊丽雅
娜于当地时间周四（6月
30日）06:30左右抵达波兰
普热梅希尔市普热梅希尔
Glowny车站。当地时间09
时左右，佐科威总统和夫
人伊丽雅娜一行从车站直
奔波兰热舒夫-贾松卡国际

机场，立即乘坐印尼鹰航
GIA-1飞机前往俄罗斯莫斯
科伏努科沃二号（Vnukovo 
II）机场。佐科威总统将在
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Vladimir Putin）举
行会晤。

陪同佐科威总统和伊
丽雅娜夫人乘坐航班飞往
莫斯科的还有外交部长
蕾特诺·马尔苏蒂(Retno 
LP Marsudi)和内阁秘书帕
拉摩诺·阿侬（Pramono 
Anung）。（v）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财政部长丝莉·穆利亚妮
（Sri Mulyani）称，与大
流行前时期即2019年的水
平相比，2021年我国的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101.6%。

周四（30/6）丝莉在
雅加达的国会全体会议上
说：“该数目已超过大流行
前的水平。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没有取得该成就”。

2021年很多国家的实际
GDP还没有回到大流行前的
水平，比如法国98.4%，
德国97.5%，英国96.4%
，马来西亚96.4%，菲律
宾95.5%。

因此，她说，我国能够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大
流行前的水平，是由2021
年国家收支预算（APBN）
推动的成就。

丝莉解释说，鉴于冠状
病毒（COVID-19）变化
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在
2021年继续实施灵活且始
终回应迅速的 国家收支预
算政策。

她强调：“2021年国家
收支预算 仍然需要非常努
力，尤其是在应对2021年6

月底至8月出现的Delta变体
病毒方面”。

为了应对和预测 Delta 
变体病毒，丝莉继续说，
政府将冠状病毒大流行处
理和国民经济复苏(PC-
P E N )计划的拨款增加到
744.9兆盾，比2020年的
695.2兆盾增加71%。

该增长是国家预算应对
社区面临的巨大压力的一
部分，因为社区和商界，
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面临
生命威胁和经济威胁。

丝莉继续说，2021年国
家收入的实现达2011.3兆
盾，即占国家收支预算设
定目标的115.35%。

丝莉说：“这是过去12
年来首次超过100%的成
就”。

2021年国家收入的落实
也同比增长22.06%。

她详细表明，去年国
家收入包括 税收1547.8
兆盾、非税收国家收入
(PNBP)458.5兆盾和赠款
收入5兆盾。

2021年税收收入的落实
也超过目标或达到 国家收
支预算 的107.15%，并恢
复到2019年大流行前水平
1546.1 兆盾。

与 此 同 时 ， 丝 莉 表
示，2021年国家支出的落
实达2786.4 兆盾，即占 国
家收支预算 的101.32%。

国家支出的落实包括中
央政府支出2000.7兆盾以及
向地区和乡村基金 (TKDD) 
的转移支付785.7兆盾。

根据国家收入和国家
支出的落实，预算赤字为
775.06兆盾。

丝莉解释说：“2021年
预算赤字的落实仍控制在 
GDP 的4.57%水平”。

此外，她表示赤字数目
也低于 国家收支预算目标
的5.70%。(asp)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3-32℃

泗水 晴天 25-33℃

棉兰 晴天 23-31℃

登巴刹 雨天 25-31℃

坤甸 云天 24-33℃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6月30日）

累计确诊 :6,088,460 例
疑似患者 ：   5,211 例
新增病例 :    2,248 例
累计死亡 :  156,737 例
累计治愈 :5,914,93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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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国会全体会议就20 2 3财
年 国 家 收 支 预 算 草 案
（RAPBN）和2023年政府
工作计划（RKP）的初步讨
论结果达成一致。

国会副议长Sufmi Dasco
周四（30/6）在雅加达举
行的国会全体会议说：“
关于20 2 3年国家收支预

算草案和政府工作计划初
步讨论结果的报告将作为
2023财年国家收支预算草
案批准的指南”。

国会预算委员会副主席
Muhidin Mohamad Said宣
读了2023财年国家收支预
算草案和2023年政府工作
计划的初步讨论结果。

他称，2023财年国家收
支预算和2023年政府工作
计划初步讨论批准，2023
年发展指标的重点是针对
农民汇率（NTP）和渔民汇
率（NTN）指标。

因此，同意发展目标
与2023年政府工作计划保
持一致，即公开失业率为
5.3%至 6%，贫困率降
至7.5%至8.5%的水平，
基尼系数指数为0.375至
0.378。

人类发展指数的目标也
将与2023年政府工作计划 
相同，在73.31至73.49的
范围内，以及105 - 107
的农民汇率和107至108的
渔民汇率水平。

Muhid in继续说，2023
年国家收支预算草案中的
宏观经济指标范围也或多
或少同意与20 2 3年宏观

经济框架和财政政策原则
（KEM PPKF）中的相同，
但印尼原油的目标价格略
有变化。

因此，商定的宏观经
济指标包括5.3%至5.9%
的经济增长，将通胀维持
在2%至4%的水平，以及
14300盾至14800盾兑美元
的盾币汇率。

1 0 年 期 政 府 债 券
（ S U N）的目标利率为
7.34%至9.16%，印尼原
油价格为每桶90美元至110
美元。

其后同意石油日提量由
66万桶改为68万桶，天然
气日提量为105万桶油当量
至1.15桶油当量。

对于宏观财政状况，他
解释说几乎所有部门都有
一些变化，因此同意明年
的国家收入范围为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11.19%
至12.24%，国家支出占
GDP的13.8% 至15.1%。

此外，基本余额在GDP
的0.4 6%到0.6 1%范围
内达成一致，赤字占GDP
的2 . 6 1% 到2 . 8 5%，
融资占 GDP的2.61%到
2.85%。(asp)

财政部长丝莉·穆利亚妮称

2021年我国的实际GDP超过大流行前水平
国会全体会议批准优先讨论

2023年国家预算草案和政府工作计划

财政部长丝莉·穆利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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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至6
月30日，过去24小时，印
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2248
例，雅京特区仍成为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最高的地
区。截至6月30日，全国
累计病例为6,088,460例。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
亡病例6例，累计死亡病人
数156,737例；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1626例，全国累计
治愈患者达5,914,933例。
截至6月30日，现有治疗中
活跃病例为16790例，病毒
检测样本79,384人，全国
疑似患者为5211人。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
新增病例1255例，其次西
爪哇省新增449例，接着万
丹省新增238例，东爪哇省
新增113例，巴厘岛新增病
例73例，中爪哇省新增32
例，南加省新增19例，日

惹特区新增11例，东加省
新增11例，西加省新增10
例，苏南省新增8例，东努
省（NTT）新增5例，苏北
省新增4例，南苏省新增4
例，苏西省新增3例，廖内
省新增2例，北苏省新增2
例，巴布亚新增2例，西巴
布亚新增2例，邦加勿里洞
新增1例，廖内群岛新增1
例，西努省（NTB）新增1
例，东南苏省新增1例，西
苏省新增1例。（al）

周四（6月30日），来自梭罗市粮食和农业安全局的兽医
在中爪哇省梭罗市Mojosongo村为居民饲养的奶牛注射口
蹄疫疫苗。

新增病例2248例 活跃病例16790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6088460例



【印尼CNN新闻网】肃
贪会目前已调查9人涉嫌
颁发采矿许可证受贿贪污
案，肃贪会于昨日调查他
们与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
会（PBNU）财务Marda-
ni H Maming有重大的挂
钩，9人其中是公务员、
私人公司和律师。虽然如
此，肃贪会不愿透露他们
的身份。

肃贪会暂摄发言人阿里
（Ali Fikri）于6月30日阐
述，9人仍为此受贿贪污
案的证人，肃贪会已调查
公务员、私人公司职员和

律师，不过肃贪会调查员
仍收集其他证据。

Mardani H Maming被列
为2011年南加里曼丹Tan-
ah Bumbu县颁发采矿许可
证受贿贪污案嫌疑人，同
时Mardani H Maming担
任2010年-2018年Tanah 
Bumbu县长。据悉，肃贪
会禁止伊联财务同时兼任
斗争民主党政客Mardani H 
Maming和其弟弟Rois Su-
nandar H. Maming出境，
从6月16日开始至12月16
日结束，为期六个月的时
间禁止Mardani H Maming

出国。
之后肃贪会于28日调查

位于雅京中区Mardani H 

Maming的公寓，并不愿透
露在他的公寓进行调查的
结果。(yus)

【 安 塔 拉 通 讯 社 】 6
月2 7日在葡萄牙里斯本
（Lisbon）举行的2022年
联合国海洋会议上，我国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
特（Luhu� Binsar Pand-Luhu� Binsar Pand-
jai�an）转达了印度尼西亚
对维护海洋健康的承诺。

周四（30/6）在雅加达
发表的书面声明中，鲁胡
特部长说，他表达了印度
尼西亚在消除海洋塑料污
染、增加对海洋和气候的
了解方面的承诺，同时也
承诺鼓励与所有利益相关
者协同合作。

这是印度尼西亚作为
海洋国家的原则，其水
域面积约为640万平方公
里，并在17, 5 0 0多个岛
屿及其周边地区提供了海
洋生物的多样性。鲁胡特
说，在过去三年中，印度
尼西亚能够将废物泄漏减
少28.5%。海洋通过吸收
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经常在印尼水域发
生的非法捕鱼，鲁胡特解
释说，政府在防止不可持
续的捕鱼行为和打击渔业

领域的犯罪推出了三项主
要举措：

首先是完善渔业领域人
权认证条件和机制的国家
法规。其次是通过提高基
于卫星的监测能力，加强
实施和监测基于配额捕捞
渔业的过程。

第三是领导国际和区域
规范制定进程，以促进更
好的合作和有效的执法。

鲁胡特说，我们的主要
重点不仅在于扩大面积，
我们的努力还旨在提高海
洋和渔业管理的有效性。
在海洋保存和保护领域，
印尼已将海洋面积扩大到
2840万公顷，超过了2000
万公顷的承诺。印尼坚持
到2030年将海洋保护区扩
大到3250万公顷的承诺。
如今，已经完成了2030年
目标的86.5%。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与战
略伙伴合作制定战略性蓝
色融资（blue financing）
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在
技术援助、建立以社区为
基础的海洋保护区和改进
管理方面的重要投资。

针对防止海洋塑料污
染的承诺，印度尼西亚发

布了关于处理塑料废物的
201 8年第83号总统令。
在2022年初，印度尼西亚
发起了热爱海洋月（Love 
�he Ocean Mon�h）计划，
以鼓励渔民参与处理海洋
垃圾。鲁胡特解释说，在
一个月内，鼓励渔民收集
海洋垃圾而不是捕鱼。该
计划已在整个印度尼西亚
实施，预计在2025年之前
将海洋废物减少70%。

在增加对海洋和气候的
了解方面，印度尼西亚继
续制定政策和分配人力资
源，以及创建一个名为印
度尼西亚国家水深测量数

据（Da�a Ba�ime�ri Nasional 
Indonesia）的国家平台。

此外，印度尼西亚与
3 1个国家协同合作发起
了群岛和岛屿国家（The 
Archipelagic and Island 
S�a�es/AIS）论坛，开展
了200多次联合讨论、培
训、技术援助、奖学金、
研究资助和创新计划。

“通过AIS论坛和G20
会议，我们将宣传蓝色经
济、蓝色碳、海洋废物管
理和混合融资方案的重要
性。印度尼西亚已履行其
确保沿海地区安全的承
诺，”鲁胡特强调说。(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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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国家向鹰航、国电等注资
以改善和提振国企业绩

这个国家的国营商业部门多次经历惨淡的事
件。本应努力创造利润、繁荣和人民福祉的国有企
业，却往往受到打击和损失。

这确实很讽刺，但这就是目前发生在一些国有
企业的现实。然而并非所有国企都在亏损，惨淡经
营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都获得丰厚的利润。

因此，对于一些存在问题的国有企业，政府想
方设法给予注资，提振了一部分未能在今年获取利
润的国有企业业绩。

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制定了发展和壮大资本
战略规划的国有企业，政府准备用一种名为“国家
参股”(PMN)的灵丹妙药来促进。同样，政府也准
备把这种神奇药物注入少数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

让我们点名一下，看看哪一些是陷入困境的国
企，需要注射这种神奇的药物。首先是印尼鹰航
（Garuda Indonesia) 有限公司。政府承诺将注资
7.5 兆盾。当然，该注资数额远远不足以解决鹰航
内部的所有问题。

有问题的公司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与政府的注
资参股协同行动。国家计划通过配股（righ�s is-
sue）方案参股。按计划是在2022年第三季度实
施，将政府持股比例从60.54%提高到65%。

在第二阶段，国家将通过战略合作伙伴的资
金进行配股，使政府持股比例降至51%。在这方
面，6月27日周一通过债务支付义务暂停（PKPU）
的判决确定鹰航摆脱破产后，国有企业部将监督鹰
航的商业计划。

国有企业第二副部长卡提卡·维约特莫乔
（Kar�ika Wirjoa�modjo）解释说，债权人对债务支
付义务暂停的讲和计划的批准，预计将是鹰航加快
改善业绩的一个通途，使其在执行重组步骤时继续
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其次，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Waski�a Karya 有限
公司(WSKT)。国家注入这家国有建筑企业的神奇
药物估计约为3兆盾。该基金预计将于2022年第四
季度注入。

与鹰航一样，WSKT也将进行平行配股，目标是
吸收3.9兆盾资金。2022年国家参股的收益将用于
完成两条收费公路，即Kayu Agung - Palembang - 
Be�ung收费公路和Ciawi - Sukabumi收费公路。

与此同时，为了改善其他国有企业的业绩，政府
计划推动一些国有企业的发展，例如Hu�ama Karya有
限公司价值30.56兆盾的跨苏门答腊收费公路建设。
此外，还有印尼旅游航空（Aviasi Pariwisa�a）9.3兆
盾、国家电力有限公司（PLN）8.2兆盾、印尼国家
银行（BNI）7兆盾、印尼铁路公司（KAI）4.1兆盾。

政府明年也要继续推行国家参股计划。国有企
业部提出了另一个价值73.26兆盾的国家参股，
向国家电力公司注资10兆盾、印尼国防工业3兆
盾、Hu�ama Karya有限公司35.6兆盾、粮食国营企
业控股（ID Food）2兆盾。

本报认为，政府通常每年都准备进行注资，包括
额外的国家参股。这已载入有关国有企业的法律中。

它的功能不仅是支持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的经
营活动资金，而且提升公司业绩，使收入和利润持
续飙升，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希望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复苏的方案能够按计划
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证明国家向那些有问题以及
想要提高业绩的国有企业提供的参股形式神奇药
物，是有效的。

人 民 协 商 会 议 议 长
班邦.苏萨迪奥( B am-
bang Soesa�yo)在宣誓就
职仪式后向扬德里苏桑
托说：“欢迎并祝贺你
履行职责接替祖尔基弗
利·哈山。”

扬德里苏桑托接任人
民协商会议副议长职位

是根据总统令（Kepres）
编号：2022 年第 62/P 
号关于在 2019-2024 年
剩余任期内临时任命 国
会/ 人民协商会议(DPR/
MPR)议员履行职责。扬
德里之前是负责宗教和
社会事务的国会第八委
员会主席。(v)

【点滴新闻网】国家
警察公共关系和新闻中
心（Karo Penmas Polri）
Ahmad Ramadhan警察准
将昨日在记者招待会中透
露，佐科威总统将于下周
7月5日出席在中爪哇省三
宝垄警察学院（Akpol）举
行的印尼国家警察成立76
周年庆典活动，佐科威总
统将主持今年印尼国家警
察成立76周年庆典活动。

这次印尼国家警察成立
76周年以精确支持经济复

苏和实现韧性及成长的印
尼为主题，千多名警察将
出席印尼国家警察成立76
周年。

“约有1996名警察将于
下周出席在警察学院举行的
印尼国家警察成立76周年庆
典活动。”Ahmad Ramadhan
警察准将如斯说道。

此外，这次印尼国家警
察成立76周年活动还举行一
系列的民间活动，其中展开
烹饪区活动、市集活动、新
冠疫苗接种活动等。(yus)

【安塔拉通讯社】交通
部长布迪.卡利亚（Bud i 
Karya Sumadi）周四（6月
30日）在雅加达为新任陆
路交通总局长和海上交通
总局长主持就职典礼。

警 察 总 监 亨 德 罗 . 苏
吉 亚 特 诺 （ H e n d r o 
Sug ia �no）被任命为陆路
交通总局长。此前，他曾
担任楠榜警察局长。

阿里夫.托哈（Arif Toha 
Tjahjagama）被任命为海上
交通总局长。此前，他曾担
任海上交通总局的秘书。除
了这两名官员之外，交通部
长布迪.卡利亚还任命玛丽
亚.克里斯蒂（Maria Kris�i 
Endah Murni）为交通部长的
交通安全和连接专家。此
前，她曾担任民航总局航空
运输主任。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表
示，就职和职位轮换是为
了满足机构组织的动态需
求，以便有效和高效地实

现机构的目标。他说，“
我相信今天就职的女士和
先生们是具有承诺、全力
以赴、工作认真，为自己
和国家带来非凡意义的交
通运输人员。”

布迪.卡利亚希望，新上
任的官员能够实现机构组
织的目标，并监督工作计
划的成功，不仅在交通部
的范围内，但也支持印度
尼西亚进步作为总统的愿
景和使命。因此，必须提
高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

布迪.卡利亚说，“我
们确实来自官僚阶级，但
我们必须灵活地履行我们
服务社区的职责，无论是
利益相关者，或是国内外
的私企。此外，我们必须
拥有创新突破的能力。”

出席就职典礼的还有
交通警察总检察长Firman 
San �yabud i以及交通部的
主要高级执行官、中级执
行官和初级官员。(pl)

【印尼C N N新闻网】
国会预算机构副主任穆
希丁（Muhidin Mohamad 
Sa i d）于6月30日通过视
频解说他自己于昨日与国
会议员进行会议时突然晕
倒，在当天宣读国会预算
机构报告后穆希丁承认自

己的注意力不集中，不过
现时穆希丁的身体状况好
多了，穆希丁感谢从业党
干部理事会和媒体立即救
助他在国会大厦突然晕倒
的时候。

根据从业党国会委员
艾哈迈德（Ahmad Dol i 

Ku rn i a）说穆希丁因为还
没吃早饭，致使穆希丁
于昨日在会议时突然晕
倒。艾哈迈德基本上不
知道穆希丁是否患有病
情，而在近日的身体状
况非常健康，穆希丁可
能工作繁忙太劳累，尤

其国会预算机构在两三
个星期的工作吃重。

此外，根据国会秘书长
Indra Iskandar于昨日被问
时透露，穆希丁因患有高
血压，站在国会领导的前
面突然晕倒，所有国会议
员立即进行救助。(yus)

PAN任命Yandri Susanto为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

国民使命党（PAN）正式 任命 Yandri Susanto （左一）为
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 接替现任贸易部长祖尔基弗利·
哈山。人民协商会议议长班邦.苏萨迪奥（右三）和人
民协商会议副议长阿斯鲁尔撒尼（Arsul Sani，右一）及
Jazilul Fawaid（右二）向Yandri Susanto祝贺。

【印尼CNN新闻网】国民使命党 (PAN) 

副主席扬德里苏桑托（Yandri Susan�o）

周四（6月30日）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协商

会议（MPR）副议长， 接替国民使命党

（PAN）中央理事会总主席，6月15日已

获得佐科威总统任命为贸易部长的祖尔基

弗利·哈山（Zulkifli Hasan)。

佐科威总统将于下周主持

印尼国家警察成立76周年庆典

佐科威总统下周将出席印尼国家警察成立76周年庆
典活动。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

主持陆路和海上交通总局长就职典礼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Budi Karya Sumadi）为新任陆路交通
总局长和海上交通总局长主持就职典礼。

鲁胡特在2022年联合国海洋会议上

传达印度尼西亚保护海洋的承诺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2022年
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致辞。

国会预算机构副主任在进行会议时突然晕倒

肃贪会已调查9人涉嫌颁发采矿许可证受贿贪污案

伊联财务Mardani H Maming（右）被列为颁发采矿许可证受
贿贪污案嫌疑人。



他在与日本最大的化
学企业，即艾杰旭股份
有限公司（AGC Inc）、
三菱化学集团（Mitsubi-
shi Chemical Group）
和 花 王 化 学 有 限 公 司
（KAO）举行会谈时，传
达了这一点。这些公司
已经在我国经营和发展。

工 业 部 长 于 2 9 日 在
日本东京发布的新闻稿
说：“工业部承诺继续
提供原材料和实惠的工
业燃气价格的形式，支
持化学工业的发展。我
们希望在印尼的日本化
工企业能够优化产能利
用率和提高竞争力以扩
大出口市场。”

与此同时，AGC Inc首
席执行官Yoshinori Hirai
声称其公司对印尼政府
在确保工业盐原料供应
充足，以及在保证能源
供应和价格稳定大力支
持。

对 此 ， 工 业 部 长 表
示，印尼政府已为七个
特定工业，包括石化行
业和玻璃行业在内提供6
美元/MMBTU（百万英热
单位）的天然气价格。

他说，自 2 0 2 0 年以
来，在我国经营的AGC 
I n c附属企业，即As a-
himas Chemical公司和
Asahimas Flat Glass公
司，已经享受特殊价格
的天然气供应。

“有了这种支持，我
希望Asahimas Chemi-
ca l能够优化生产效用并
提高竞争力，从而扩大
出口市场，并继续为我
国对外贸易做出积极贡
献，”工业部长说。

政府还为A s a h i m a s 
Chem i c a l提供免税期优
惠，因为这家公司已为
扩大PVC年产能，由55万
吨增至75万吨，投资了
1.5兆盾。

会谈上还讨论了棕榈
仁壳作为煤炭替代能源
的研究，来支持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以
及在利用废热作为能源
的支持和政策。

Mitsubishi Chemical 
G roup首席执行官Jean-
Marc Gilson阐明其公司
在开发特殊化学产品，
以支持电子、健康和生
命科学领域材料需求的

方向。MCG还提出与物
流和前往港口的通道等
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

针 对 以 上 计 划 ， 工
业部长希望MCG扩大投
资，使我国成为东盟PET
薄膜的主要生产基地。

为肯定生产的产品具
有竞争力，工业部确保
MCG获得政府制定的特
殊天然气价格，获得能
源供应，在港口基础设
施提供支持，以及在石
化等领域有合格的人力
资源。 

工 业 部 长 与 K A O 首
席 执 行 官 长 谷 部 佳 宏
（Yoshihiro Hasebe）
讨论了扩大印尼美容和
身体护理产品市场的潜
力。印尼美容和身体护
理产品的市场达32亿美

元，细分为个人护理、
皮 肤 护 理 产 品 2 1 亿 美
元、化妆品17亿美元和
香水4亿美元。

“目前，随着收入水
平使消费力提高，年轻
人对天然和有机产品，
包括男士身体护理产品
的兴趣正在提升，”工
业部长说。

KAO首席执行官长表
示，公司将探讨对多种
技术和产品的投资，例
如塑料沥青、无人机棕
榈杀菌剂，以及血清产
品，经证明是可预防登
革出血热的登革热蚊子。

“ 我 向 K A O 表 达 了
能够利用原材料的多样
性，同时加强我国产业
的结构，”工业部长如
斯说。(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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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继续增长

工业部长邀日本化学企业扩大投资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随着我国市场增

长和法规更确定的支持下，工业部长阿古

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邀请

日本化学企业在印尼扩大投资。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阿古斯（Ag u s 
Gumiwang Kartasasmi-
ta）对日本的一系列访问
结束前，与日本经济贸
易，及工业大臣（METI）
Ken’ichi Hosoda举行了
会谈，讨论有关在工业方
面的投资合作。

本次会谈是日本首相
Fumio Kishida在2022年
4月份访问我国的后续行
动。

工业部长在东京解释
说：“本次会谈继续我国与
日本讨论有关贸易、工业、
基础设施、海事和渔业、能
源及环境的问题。”

日本经济贸易，及工业
大臣Ken’ichi Hosoda对
印尼政府一向以来的合作
和支持表示感谢和赞赏。
至今印尼与日本建立的合
作有利于双方，并必须为
两国利益加以推进。

工业部长说，我国经济
增长的前景仍然强劲，在
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增
长分别为5.1%和5.3%，
这符合于世行的预测。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预计，
在2022年我国经济将增长
5.4%，而在2023年将增
长6%。

“在20 2 2年第一季的
经济增长5%，及连续9个
月期间，我国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处于扩张水
平，也加强了上述前景。
这表明了我国是东盟经济
增速最快的国家，”他如
斯说。

我国经济迅速复苏，
将支持我国工业的投资发

展。工业部长还对日本在
汽车产业合作方面的倡议
表示赞赏。这支持了我国
在2030年改用电动汽车的
政策。  

根据日本的脱碳政策，
我国拥有绿色机移动性概
念，即从传统燃机转换为
电动汽车（EV）、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或生物燃
料油，这个概念将应用于
所有的交通工具。

“我们希望这次合作能
够提升对汽车工业领域的
投资，并巩固我国作为东
盟地区向世界出口的生产
基地的地位，”他称。

上述会谈还讨论了印
尼-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修正协议谈判的延续。

Ken’ichi Hosoda对工
业部长建议在工作层面
进一步讨论表示同意。此
外，有关新型制造业发展
中心（New MIDEC）合
作的问题，工业部长希
望，New MIDEC计划的实
施不限于已开展的前两个
试点项目。

“此外，我们建议，
印尼与日本之间的一些双
边技术合作一致，如New 
MIDEC与东盟—日本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下的区域论
坛，”他称。

日本对工业部长还要
求印尼提供支持进行钢铁
和其衍生物，因为上述商
品将用于生产汽车和零部
件。

对此事宜，工业部长表
示将继续支持满足工业对
原材料的需求，包括钢铁
和其衍生物，未来将基于
商品平衡。(vn)

工业部长与日本METI

讨论在工业方面投资合作

工业部长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发表讲话。

工业部长阿古斯（右）于6月28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后向三
菱化学集团CEOJean-Marc Gilson赠送纪念品。

【安塔拉社棉兰讯】
由于需求减弱，在今年6
月28日交易的国内毛棕
榈油价格比今年6月初每
公斤1万2986盾继续下
降到每公斤8443盾。

印 尼 棕 榈 商 协 会
（ G a p k i ） 苏 北 省 分
会 执 行 秘 书 达 尔 玛
（Darma Suc i p t o）在
棉 兰 对 记 者 说 ： “ 在
苏 北 省 的 毛 棕 榈 油 价
格 远 低 于 前 几 个 月 的
价格，包括今年6月初
的价格每公斤还达到1
万2986盾。”

虽然比今年6月27日
交易每公斤曾一度达到
8160盾有所提高，但每
公斤8443盾远低于前几
个月和在今年6月初的
价格。

今年5月份的平均价
格每公斤达到1万3743
盾，而今年4月份每公
斤1万6454盾更高。甚
至，在今年6月2日，毛

棕榈油的平均价格每公
斤还达到1万2986盾。
毛棕榈油价格是从今年
6月3日开始下跌到每公
斤只有9215盾，并一直
下降。

“价格下降是因为毛
棕榈油需求疲软、原油
和其他植物油价下降的
影响，”他称。

他称，毛棕榈油价格
下降可能也是因为我国
政府为了控制国内食用
油价格，而实施禁止出
口该商品的政策。

“ 我 国 停 止 出 口 毛
棕榈油时，买家改用其
他植物油。加上其他植
物油和原油的价格也下
降，自然影响到毛棕榈
油价格，”他阐述。

他 进 一 步 称 ， 更 何
况，现在买家拥有的植
物油库存比较多，导致
他 们 减 少 了 购 买 量 ，
包 括 购 买 毛 棕 榈 油 数
量。(vn)

由于需求疲软

毛棕榈油价格降至每公斤8443盾

图为农民刚收获油棕果之情景。

印尼市场贸易商协会 (Ikappi) 表示，
在当前辣椒价格飙升的情况下，有多
个地区的农民并没有获利。雨季导致
辣椒辣椒供应减少，雅加达的红辣椒
价格每公斤高达13万盾。图为周四
（30/6)，在雅加达Kramat Jati市场的
商人正在筛选红辣椒的情景。
（商报/MaxManuhutu摄）

【安塔拉社巴东讯】
油气上游业特别工作单位
（SKK Migas）主任德威
（Dwi Soetjipto）称，能源
转型、疫情、世界地缘政
治冲突等三大全球性挑战
正影响着上游油气行业业
者，迫使油气上游企业制
定精准战略。

德威于29日在巴厘省巴
东（Badung）县举行第12届
印尼人力资源峰会（IHRS）
上致辞时说：“全球对净
零排放的承诺肯定会改变
商业人士的中长期计划和
优先事项。另一方面，由
于世界经济从疫情大流行
复苏和俄乌冲突所带来的
影响，目前石油和天然气
商品的需求和价格有上升
的趋势。”

他鼓励合作合同承包商
（KKKS）能够应对这些挑
战。上游石油和天然气领
域必须能支持迈向碳中和
的平稳过渡期，因为这是
我国政府的承诺。

据他介绍，上游石油和
天然气领域必须能够在能
源转型期间，提供消费者
实惠而供应充足的能源。

在 国 家 能 源 总 计 划
（RUEN）中，石油和天然气
对能源需求量的贡献率，确
实将从2020年的63%下降到
2050年的44%。

但是从数量上看，对
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实际
上会提升。到2050年，石
油消费量预计将从目前的
166万桶/日增加到397万
桶/日，或增长139%。

此 外 ， 预 计 天 然 气
消费量将大幅增加。目
前，天然气消耗量约为
6000mmscfd（百万标准立
方英尺/日），预计到2050
年将增加到26112mmscfd，
或激增298%。

“若考虑消费的增长来
尽力确保能源供应充足，我
国的油气上游业的潜力仍然
相当大，”德威说。”

SKK Migas的数据显示，

我国拥有128个油气盆地，
其中有2 0个是新产的盆
地、27个已发现有油气但
尚未生产的盆地，还有68
个盆地尚未证实含有碳氢
化合物。

德威表示，上游油气
行业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
行业，需要高技术、高风
险、大数额投资，以及国
家之间的竞争。

据他介绍，石油和天然

气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因
为易油时代已经过去。目
前，必须寻找石油和天然
气新来源。

“通过关注这项行业的
挑战和正在发生的动态变
化，人力资源能力是绝对
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熟练
度，还包括创新能力和跳
出思维定势，大规模、积
极、高效地开展活动的能
力，”德威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法庭批准印尼鹰航公司推迟
偿还债务后，国营企业第二
副部长卡迪卡·维尔若阿莫
卓（Kartika Wiryoatmodjo）
透露，该国营航空公司将在
近期内改善其业务。

卡迪卡于28日在雅加达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鹰
航将把业务聚焦于国内航班
和货运。关于国内航班，鹰
航只开辟飞往我国热门旅游
目的地，譬如巴厘、我国大
城市等其他旅游目的航班。

对于货运业务，鹰航
正在开展开放天空政策
（open sky policy），目

前交通部正在讨论该政
策。未来鹰航将与国际航
空公司建立合作，成为飞
往国内目的地的支线航空
公司，”他说道。

他认为，现在许多国际
市场都在看好我国东部的产
品，特别是海产品，因此，
鹰航有可能将开通从位于我
国东部地区的产品原产地直
飞到日本、香港，及新加坡
的货运航班。

鹰航还看好额外行李或
超载的市场份额。根据鹰航
收到的数据，我国大部分社
民出城旅行时总是购买很多
纪念品，因此，鹰航提供以

经济价格的超载货物。
上述业务重点是与提高

飞机效率同时进行。鹰航
减少飞机队数量，从2020
年210架，于2022年成为
120架，其中94架是窄体
飞机，其他的26架是宽体
飞机。

“此外，鹰航将按小时
支付飞机使用费，因此，鹰
航仅每次飞行时支付飞机租
金，”他称。

卡迪卡解释说，除了关
注业务之外，鹰航还寻找长
期的金融投资者。

随着重组提案获得批
准，鹰航现金流就健全了。

但是完成第一和第二轮供股
后，航空公司的财务表现才
能算是健康稳健。

与此同时，印尼鹰航总
经理Irfan Setiaputra 表示，
鹰航将是一家盈利的航空公
司，而不是一家到处飞的航
空公司，所以要更加专心。

为了加强鹰航的业务，
公司还将加速 Citilink 作为
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

“我们还将继续服务我
国的朝觐和副朝市场。事
实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
将开辟从泗水、锡江等大城
市，无需先中转的直飞航
线，”Irfan 说。(vn)

SKK Migas主任称应对三大全球性挑战

油气上游企业需制定精准战略

SKK Migas主任德威于29日在巴厘省巴东县出席第12届印尼
人力资源峰会（IHRS）上致辞的情景。

法庭批准推迟偿还债务后 鹰航可在近期内改善业务

辣椒价格每公斤达13万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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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际金价续承压
周四(6月30日)，国际金价继续承

压，且有望录得自2021年一季度以来最
糟糕季度表现，因为美元显著走强，主
要央行采取激进鹰派政策应对顽固通胀
也让黄金前景蒙上阴影。随着欧洲央行
辛特拉论坛的结束，季末资金流动和美
国通胀数据将驱动金价。

北 京 时 间 1 5 : 0 2 ， 现 货 黄 金
下沉 0 . 0 7 %至 1 8 1 6 . 3 6 美元 /盎
司；COMEX期金主力合约下沉0.02%
至1817.1美元/盎司；美元指数下沉
0.01%至105.104。

NYMEX原油下看107.60美元
周四(6月30日)，国际油价下跌，

因美国成品油库存增加，强势美元和
经济前景堪忧也施压油市，NYMEX原
油下看107.60美元。但全球供需形势
紧张料限制油价下行空间。

北京时间15:45，NYMEX原油期货
下跌0.45%至109.29美元/桶；ICE布
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71%至115.43美
元/桶。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787.50	 14937.50	

新币	 SGD	 10607.13	 10727.13	

港币	 HKD	 1873.99	 1913.99	

日元	 JPY	 106.96	 110.56	

欧元	 EUR	 15386.45	 15646.45	

澳元	 AUD	 10111.35	 10351.35	

英镑	 GBP	 17917.81	 18117.81	

人民币	 CNY	 2198.19	 2248.19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une	30.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2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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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9

	 	

AUD	 10156.96	 10262.02

CNY	 2205.30	 2227.57

EUR	 15528.70	 15690.74

GBP	 17981.14	 18167.83

HKD	 1882.58	 1901.58

JPY	 108.47	 109.60

SGD	 10630.13	 10740.83

USD	 14773.76	 14922.24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16
外币对印尼盾币牌价	Foreign	Exchange	Rate	against	IDR	 	
	

货币	 汇买价	 汇卖价	 钞买价	 钞卖价

AUD	 10148.94	 10338.94	 0.00	 0.00	
CNY	 2198.99	 2256.99	 2196.99	 2258.99	
EUR	 15363.2	 15703.2	 0.00	 0.00	 	
GBP	 17875.97	 18275.97	 0.00	 0.00	 	
HKD	 1877.35	 1920.35	 1873.35	 1924.35	
JPY	 107.65	 110.65	 0.00	 0.00	 	
MOP	 0.00	 0.00	 1784.21	 1896.21	
SGD	 10580.92	 10800.92	 0.00	 0.00	 	
USD	 14670	 15070	 14665	 15075

Date: 2022.06.30
Time: 15:18:27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6月30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911.58	 -0.44

	 991.94	 -0.38

	 574.56	 -0.97

	 1638.18	 -1.08

	 1220.87	 -1.71

	 1210.49	 -0.51

	 723.26	 -0.27

	 891.85	 -0.7

	 1519.86	 1.12

	 1437.32	 -1.06

	 678.90	 -0.62

	 7885.76	 1.07

	 965.61	 -0.52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黄金行情
6月30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335.000	盾卖出	 4.71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670.000	盾卖出		 9.37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6393.04		 跌	 411.56

韩国综合	 2332.64		 跌	 45.35

香港恒生	 21859.79		 跌	 137.10

上海综合	 3398.62		 涨	 37.10

欧股

英国FTSE	 7204.43		 跌	 107.89

德国DAX	 12760.18		 跌	 243.17

法国CAC	 5925.75		 跌	 105.73

荷兰AEX	 660.85		 跌	 5.72

Http://tw.stock.yahoo.com	30/6/2022	16:05

美股

道琼工业	 31029.31		 涨	 82.32

那斯达克	 11177.89		 跌	 3.65

S&P	500	 3818.83		 跌	 2.72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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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

	 1	 ITMG	 31525	 30675	 -850	 -2.70%	 4094800	 126455305
	 2	 IBST	 8875	 8275	 -600	 -6.76%	 2400	 20032
	 3	 ADES	 7125	 6675	 -450	 -6.32%	 513500	 3542730
	 4	 TFAS	 5525	 5150	 -375	 -6.79%	 6000	 30900
	 5	 BEBS	 3970	 3700	 -270	 -6.80%	 65346100	 242055810
	 6	 ARTO	 9400	 9150	 -250	 -2.66%	 16558700	 154039565
	 7	 INDR	 11000	 10750	 -250	 -2.27%	 463600	 5122422
	 8	 UNIC	 13925	 13700	 -225	 -1.62%	 2000	 27215
	 9	 AMFG	 6125	 5925	 -200	 -3.27%	 655700	 3931265
	10	 ISAT	 6750	 6550	 -200	 -2.96%	 4318800	 28629462

	 1	 BYAN	 75000	 77950	 2950	 3.93%	 59800	 4611485
	 2	 DCII	 34950	 36750	 1800	 5.15%	 12800	 471672
	 3	 LPGI	 9300	 10000	 700	 7.53%	 33300	 332997
	 4	 TECH	 7350	 7700	 350	 4.76%	 1742700	 12965542
	 5	 GGRM	 30850	 31175	 325	 1.05%	 4121500	 129616762
	 6	 PRDA	 6200	 6500	 300	 4.84%	 631800	 3997100
	 7	 PTSP	 2970	 3230	 260	 8.75%	 2400	 8005
	 8	 ARTA	 1740	 1910	 170	 9.77%	 27100	 49634
	 9	 AALI	 9650	 9800	 150	 1.55%	 2371400	 22892780
	10	 POLU	 555	 690	 135	 24.32%	 252500	 153913

W im b o h周一在南
苏 门 答 腊 省 ， 巨 港
（P a l e m b a n g）启动 
OJK 第7区域大楼仪式
后说：“数字产品如
今非常受欢迎，因为
它们直接通过小工具
向公众提供”。

他表示，这种数字
化的存在使人们可以
更快地使用金融服务
金融产品。

他说：“这是我们
的目标，到 2024 年我
们已经实现 90%”。

根据关于国家金融

包容性战略的2020 年
第114号总统条例，金
融包容性水平还计划
到2024年继续提高到
90%。该条例旨在取
代2016年第82号总统
条例。

到 目 前 为 止 ， 已
经超过了2016年第82
号总统条例中设定的 
75% 的金融包容性目
标。

根据2020年第114 
号总统条例，金融服
务管理局与政府和相
关机构一起制定和实
施旨在提高金融包容

性水平的措施。
他说：“知识率不

断提高，因为仍有很多
人不知道这种金融服务
产品是否合法”。

周 一 ， O J K 巨 港
第 7区域负责人U n -
t u n g  N u g r o h o表
示 ， 根 据 最 新 调
查 ， 南 苏 门 答 腊 的
知识指数达到 4 0% 
或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3 8 % ， 而 金 融 包
容性则达到 8 5% 
或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7 5%。

知 识 指 数 远 低 于

普惠金融的巨大差距
表明，南苏门答腊的
人们很活跃，但不了
解金融服务产品的特
点。

他说：“这是人们
很容易陷入对非法在
线贷款的欺诈性投资
的原因之一”。

为了缩小知识率和
金融包容性之间的差
距，需要各相关方之间
的协同作用，包括省政
府、区/市政府、印度
尼西亚银行、财政部和
区域金融准入加速团队
（TPAKD）。（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表示

数字化已加速金融包容性
【安达拉社巨港讯】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委员会主席Wim b o h 

Santoso表示，我国的金融包容性在

过去一年中发展得更快，因为它受

到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通过

手机中数字技术。

【本报讯】周四（30/6）综合股价指数
（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
综指上升25.72点或0.37%，至6968.10
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30 . 7 7点
或-0.44%，报收于6911.582点。LQ-45
指数下落3.77点或-0.38%，报991.935
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日本指数下落
411 . 5 6点或-1. 5 4%，报263 9 3 . 0 4；
香港指数下落1 3 7 . 1 0点或- 0 . 6 2%，
报21859.79；上海指数上升37.10点或
1.10%，报3398.62；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32.66点或-1.04%，报3102.21。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
总共发112万1255次，有201亿2313万9746
份股票易手，总值13兆1433亿3046万6785
盾。涨价的股有164种，落价的股有382
种，244份持平。外资净售742亿9000万
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YA N（B a y a n能
源公司股）涨价2950盾，现价7万7950
盾；DCII（DCI Indonesia股）落价1800
盾，现价3万6 7 5 0盾；L P G I（ L i p p o一
般保险公司股）涨价7 0 0盾，现价1万
盾；TECH（Indosterling Technomedia股）
涨价350盾，现价770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ITMG(印多矿业公司
股)落价850盾，现价30675盾；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落价600盾，现价
8275盾；ADES（Akasha Wira股）落价450
盾，现价6675盾；TFAS（Telefast Indone-
sia股）落价375盾，现价5150盾。

盾币贬值50盾
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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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3盾中间价结束，比先
前价值14853盾，盾币贬值50盾。（asp）

综指下落30点至6911.582点

1美元兑14903盾

【kemenkeu.go. i d
雅加达讯】财政部副部
长Suahasil Nazara 在 
2022 年公共服务创新
竞赛 (KIPP) 上于周一
（27/6）在线发表了
关于 Digipay 的演讲。 
Digipay是国库管理数字
化的体现之一，特别是
在使用货币供应（UP）
支付政府支出方面。国
库管理的数字化带来了
有利的好处，包括易于
访问、处理速度、覆盖
范围和时间效率。

Suahasil表示，使用 
Digipay 承载着两大使
命。首先，Digipay 用
于通过使用数字支付实
现国库管理现代化。

其次，Digipay 的使命
是增强中小微型企业 
(UMKM) 的能力，并鼓
励和加强引以为豪的印
度尼西亚产品计划。

“Digipay 是公共部
门的在线购物创新。我
们希望公共部门的支出
越来越简洁，然后能够
利用在线系统。但是，
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
使用国家资金进行支
出，那么我们必须遵循
合规渠道，”财政部副
部长解释道。

Digipay 的优势在于
市场、数字支付和税收
征收或支付之间的整
合。工作单位（satk-
er）可以在线下订单购

买商品并进行已完成税
收的数字支付。 Digi-
pay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连接工作单位、中小微
型企业供应商、银行业
和财政部。

订购商品/服务、付
款以及征收和存入税
款的整个过程由几个
不同的用户执行，并
通过 Digipay 在线执
行。端到端流程的几个
阶段的验证和确认过程
都是在线完成的。因
此，Digipay 鼓励政府
采购商品/服务的透明
度和问责制。

Suahasil 补充说：“
我们准备的数字平台是
基于数字和多功能的。

这意味着政府的利益与
银行的支付利益相结
合，并与供应商或中小
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个
系统中。这个系统是 G 
to B (政府对企业)的系
统，使 DigiPay 独一无
二，因为它不同于流行
的市场”。

Suahasil透露，目前 
Digipay 几乎在整个印
度尼西亚得到了使用。 
2019 年 11 月首次引
入 Digipay 时，财政部
内仅使用了10个工作单
位作为试点。然而，目
前，Digipay 已被 77 
个部委和机构的 6793 
名用户使用。

Suahasil强调，尽管 

Digipay 已经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了测试和使
用，但将继续鼓励加强
应用改进和扩大使用。
财政部副部长希望鼓励
的一种加强形式是与地
方政府的合作。

Suahasil 接着说：“
地方政府是下一个加强
力量，如果你想加入这
里，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提供便利。同
样，稍后我们将连接各
种其他类型的国家收支
预算（APBN）管理，包
括会计和其他事项。我
们所有人都处于赋予中
小微企业权力、管理现
代现金和包容性国家预
算的背景下”。（asp）

【K o n t a n 网雅加达
讯】在大流行的第三年
周，银行业仍在积极收
集 第 三 方 存 款 者 资 金 
(DPK)。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 货币供应分析
指出，截至 2022年5月，
银行业的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同比增长10.1%
至7266.8兆盾。

周二（2 8 / 6）援引
央 行 报 告 表 示 ： “ 截
至 2022年5 月，活期
存款同比增长23.6% 至 
2,038.1兆盾。盾币活期
存款同比增长 25.8% 至 
1,521.7 兆盾，外币活期
存款同比增长 17.5% 至 

516.4 兆盾”。
与此同时，2022年前

五个月的储蓄也同比增长 
13.1% 至2518.7兆盾。
与上个月15.7%的同比增
长相比有所放缓。

这种放缓主要发生在
雅加达省和西爪哇省。

同样，截至2022年5月，
定期存款同比下降 -0.4% 
至2710兆盾。而上个月，
定期存款同比增长 0.9%。
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位于
雅加达和东爪哇的银行。
该报告还表示：“根据客
户类别，个人和企业客户
的储蓄和定期存款均出现
放缓。”（asp）

财政部使用 Digipay 实现国库管理数字化

截至2022年5月

银行业第三方存款者资金达7266.8兆盾

Cita Mineral Investindo公司（股代号“ CITA”），是一家从事铝土矿开采的公
司以及在印尼第一家矾土生产商，透过股东大会的决定将向股东派发股息
217.8亿盾，本次派息来自2021年该公司净利的568,3亿盾或每股息55盾。图
为周四（30/6），从左至右：CITA重事经理Yusak Pardede、监事Darjoto Setya-
wan、董事总经理Harry Tanoto、监事Ibrahim Saleh与 董事经理Robby Irfan Rafianto
在雅加达召开的股东大会后交谈。（报/ Max Manuhutu攝）

CITA派发股息217,8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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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次出口是Dharma 
Satya Nusantara和eREX 
Singapore Pte Ltd合作协
议是2020年9月已签署协
向日本供应棕榈仁壳的
协议的续后措施。

根 据 周 二 公 布 的 信
息，棕榈仁壳将供日本
生物质（b i o m a s a）发
电站燃料，在此，eREX 
Singapore Pte Ltd是日
本发展生物质发电站最
大的上市公司，即eREX 
Co.Ltd的子公司。

首 次 出 口 活 动 ， 是
202 2年6月28日，在三
马林达（S am a r i n d a）
，直接以驳船装卸棕榈
仁壳象征性，由Dh a r -
ma Sumber Energi公司
总经理艾芬迪.苏里史迪
约（Efendi Sulisetyo）
和日本eREX Co.Ltd代

表，Hiroaki Goto和Ken-
ichi Hanada见证。

艾 芬 迪 声 称 ， 该 合
作是15年期限的长期性
合作，每年出口7万吨
的棕榈仁壳。至 2 0 2 2
年底，Dharma Sum-
ber Energi公司将供应大
约2万1000吨棕榈仁壳，
从东加里曼丹逐阶段装
运。“该棕榈仁壳来自
Dharma Satya Nusantara
公司位于Muara Wahau的
工厂，该厂已拥有棕榈
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RSPO）认证。除此之
外，Dharma Sumber En-
ergi公司也已完成绿金标
签认证（sertifikasi green 
gold label）审计，是可
持续性生物质的国际认
证，已被日本工业和贸
易、经济部所批准。”

他续称，如此一来，
该棕榈仁壳已达到日本
政 府 定 下 的 可 持 续 性
（sustainability）方面的
条件，供生物质发电站
产品。“与eREX Co.Ltd
签署的长期性合同，为
我们打开向日本出口棕
榈仁壳的商机，供应日
本eREX Co.Ltd的生物质
基础法定的生物质原料
需求。”

艾芬迪认为，与eREX 
Co.L t d的合作，也成为
Dharma Satya Nusantara
公司的战略步骤，作为
Dharma Sumber Energi

公司的总公司，在制定
可持续策略，即利用棕
榈原油（CPO）生产过程
产生的废物，成为有经
济价值的产品和符合环
境、社会和治理（ESG）
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eREX 
Co.Ltd代表Hiroaki Goto
称，这首次的经验，成为
Dharma Sumber Energi公
司或是eREX Co.Ltd 的重
要里程碑（milestone）。

这一向以来，向日本
出口的棕榈仁壳，大部
分来自苏门答腊地区的
棕榈厂。 （sl）

【Bisnis雅加达讯】Hi-
tachi Construction Ma-
chinery Indonesia(HCMI)
公司提高挖掘机产量，由
于欧盟煤炭需求量飙升。

重型机械生产商Hex-
indo Adiperkasa(HEXA)公
司旗下Hitachi Construc-
tion Machinery Indonesia
公司积极提高挖掘机产

量，从小型至中型，以及
增加制造。

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秘书兼企业规划与战略
管理部门总监Li s t i a n a声
称，以上策略预期2022年
至2023年全年设备数量将
大幅增长，因为欧盟需求
量飙升。“每家重型机械
制造商和代理商设法应对

目前非凡的市场需求。包
括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

他没有详述H e x i n d o 
Adipe rkasa公司重型机械
的生产的数量。但是，她
说，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将在未来六年销售大量
机械。

她此前说，预计供应量
仍将低于市场需求量，虽
然重型机械企业已准备策
略为应对高需求。

印尼重型机械独家代理
协会(PAABI)总主席Eto t 
Listyon称，该情况发生有
可能因为全球煤炭需求量
飙升，并将持续很长一段
时间。“我们看到我国煤
炭市场需求量很高，预期
将持续至明年。”

甚至，他已预计2023年
重型机械需求量将更高，
乐观看到全球煤炭需求量

很大，尤其欧盟。
他续说，PAABI对明年

我国重型机械需求量很大
表示乐观。

根据PAABI数据，2021
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间，
我国重型机械需求量每年
提高80%。

一些国家已开始进行煤
炭交易。其中是德国、波
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荷
兰。德国成为已正式要求
1.5亿吨的国家。

他称，20 2 2年，我国
重型机械工业预计生产
2 0 0 0 0辆为满足市场需
求。

其中40%或大约8000
辆，主要供煤炭领域。
根据印尼重型机械业协会
(Hinab i)数据，我国重型
机械年产能力大约10000
辆，或远低于总需求量每
年大约18000辆。(lcm)

【 K o n t a n 雅加达
讯】Catur Sentosa 
Adiprana（CSAP）公
司乐观表示，2022年
能够达致定下的商业
指标。该乐观态度其
中是受到直至今年中
旬我国经济氛围仍稳
定，导致家庭消费提
高的推动。

Catur Sentosa Ad-
i p r a n a公司经理部表
示 ， 目 前 ， 房 屋 修
缮需求也相当高，以
致，对今年的C a t u r 
Sentosa Adiprana公司
业绩造成影响。

Catur Sentosa Ad-
i p r a n a公司秘书伊特
鲁斯.威查亚古苏玛
（Idrus Widjajakusu-
ma）对记者称，“我
们肯定增长趋势远比
去年更好，除了因为
新冠肺炎（covid-19
）病例剧降，使我国
经济良好的增长氛围
之外，也受到政府种
疫苗成功达到指标的
支持。”

伊 特 鲁 斯 表
示，202 2年，Ca t u r 
Sentosa Adiprana公司定
下收入和净利指标，比
2021年的实际业绩分别
增长11%和18%。

截 至 2 0 2 2 年 3
月，Catur Sentosa Ad-
iprana公司获得3.7兆盾
的收入，或比2021年同
期的3.3兆盾提高12%。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印尼阿斯特拉五十铃汽车
（Astra Isuzu Motor In-
d o n e s i a / I AM I）公司看
出，将来的出口业绩提高
潜力仍非常大，因为机动
车工业是推动我国经济的
工业之一。

印尼阿斯特拉五十铃
汽车公共关系经理安妮
莎.穆鲁科（Annisa Moe-
loek）对记者称，今年，
印尼阿斯特拉五十铃汽车
公司定下指标，出口量大
约为6300辆。

她表示乐观，至今年底
能达致预定的指标。“以
出口量持续提高和销售落
实符合印尼阿斯特拉五十
铃汽车公司定下的出口指
标，该公司对2022年的出
口销售指标感到乐观。”

根 据 印 尼 机 动 车 工
业协会（G a i k i n d o）数
据，202 2年1月至4月期
间，印尼阿斯特拉五十铃
汽车公司的整车（CBU）
出 口 达 2 3 2 8 辆 ， 另 一
方面，该公司并没有记

载，2022年首4个月的散
装汽车（CKD）出口销售
量。

相反的，在2021年1月
至4月期间，印尼阿斯特
拉五十铃汽车公司并没有
出口整车，但在该期间，
该公司出口1396辆散装汽
车。

她补充说，为能达致在
五十铃集团在世界级制造
基础的印尼五十铃汽车公
司使命之一，该公司尽量
设法扩大出口，如中美洲
和拉丁美洲，以及老挝和
缅甸。

至今，出口份额最大仍
是菲律宾的支撑，占总出
口的90%，而其余的10%
是向拉丁美洲。“至今，
五十铃汽车公司聚焦于出
口Isuzu Traga汽车。”

除此之外，为能持续在
将来出口业绩积极提高，五
十铃汽车公司也设法聚焦于
提高产品质量，以致， 印
尼阿斯特拉五十铃汽车公司
能成为我国的五十铃汽车制
造基地之一。 （sl）

【本报讯】中国闭
路电视生产商H i k v i -
sion携手Graha Anugrah 
Elektrindo(GAE)公司，
作为Hikvis ion产品系列
的官方经销商，为扩大
我国市场。

Hikvision频道营销总
监Geoffrey Yu称，印尼
是东南部最大的国家，
但是与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比较，闭路电视覆盖
范围很小，并随着经济
发展需求量将更大。

“ 目 前 ， 我 们
在 这 里 经 营 两 种 品
牌。Hikvis ion是主要品
牌，尤其聚焦于中上阶
层市场，Hi look是我们
的分品牌，聚焦于下层
市场。我们深信在未来
五年，我们的业务将是
两倍多，主要为大型公
司和政府使用以提供更
智能的解决方案。” 

他说，Hikvision拥有
各种产品，涵盖所有低
端至高端细分市场，比
其他品牌拥有更多元化
的产品组合，也继续投
资新技术，这意味着将
推出新产品。

“通过合作，Gr a h a 
Anugrah Elektrindo公
司已成为官方经销商为
分销Hikvis ion产品，即
闭路电视摄像机设备、
网络录像机、软件和服
务器、存储、数字视频
录像机(DVR)、渠道监
控，及其辅助设备。” 

他 续 说 ， 此
前，Hikvis ion大部分伙
伴 来 自 于 传 统 闭 路 电
视 工 业 ， 其 实 在 中 国

Hikvision业务超过60%
来自于电子和信息技术
频道的零售业。 

“Graha Anugrah 
E l e k t r i n d o公司是印尼
最大电子和信息技术企
业，并可以带给我们在
印尼各地区更多的电子
和信息技术伙伴。GAE
公司也可以帮助我们通
过他们的关系，在印尼
获得更多工程。”

Graha Anug-
rah Elektrindo公司总
经理Michael Hardinata 
Wirawan称，GAE公司分
销网络已分布在印尼各
地，一些国际产品也已
进行商务合作，并通过
GAE公司的分销网营销
产品。 

“GAE公司已在我国
的电子业务已超过 2 5
年。能够与Hikvis ion合
作，将使GAE公司能够
以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
的需求。”

他说，在商务合作
的重点是准备各项策略
面对我国技术的快速发
展，以及随着政府指标
在各个领域进行数字转
型。 

“希望这项合作为
我国消费者提供解决方
案。” 

GAE公司已成为全球
一些机械和电子产品的代
理，其中是Schneider Ele
ctric、Clipsal、APC、Leg
rand、Karcher、Philips、E
colink、3M、Honeywell、
Notifier、System Sensor、 
King's、 Powercraft、GAE
等等。 (lcm)

DSNG公司首次向日本出口棕榈仁壳

Dharma Sumber Energi公司首次向日本出口棕榈仁壳。 

【Kontan雅加达讯】Dharma Satya Nu-

santara （DSNG）公司与eREX Singapore 

Pte Ltd成立的�营企业，即Dharma Sum-�营企业，即Dharma Sum-企业，即Dharma Sum-

ber Energi（DSE）公司，于2022年6月28

日（周二）向日本出口1万0500吨的棕榈

仁壳。

欧盟煤炭需求飙升

HEXA公司提高挖掘机产量

矿场上使用的Hitachi挖掘机和BELL铰接式自卸车。

CSAP乐观表示今年可达商务指标
从 底 线 方 面 ， C a t u r 

Sentosa Adiprana公司获
得793.3亿盾的净利或比
2021年首季的637.6亿盾
增长25%。

除了对财务业绩增长
的信心之外，今年，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将
持续扩展现代零售店和
销售网。“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计划，每年

将增设3家至6家的M i -
tra-10零售店，包括重塑
（remodeling）4家现有的
Mitra-10零售店在内。”

伊特鲁斯记载，至今，
已有2家Mitra-10零售店开
张，即2022年1月在北甘
巴鲁（Pekanbaru）和2022
年5月在Cibinong开张，在
今年第2季底和第4季，依
计划，将开设2家Mi t r a-

10零售店。“包括座落于
Cibubur和Mauk的现有零售
店已重塑。”

俾使今年的每项商业
议程能大力实施，Ca t u r 
Sentosa Adiprana公司筹备
6000亿盾资本支出，细节
是该资本支出的80%将供
发展现代化零售业部门，
其余20%供营销业领域扩
展资本。 （sl）

模特儿与五十铃汽车一起亮相。

阿斯特拉五十铃冀今年

出口销量达6300辆

Hikvision渠道营销总监Geoffrey Yu(左)与GAE公司总经理Michael 
Hardinata Wirawan在推介系列产品的情景。（Moeha摄）

Hikvision与GAE公司合作

扩大我国电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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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之际，“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成功实践也迎来特
殊的历史时刻。自从202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以来，香
港已顺利举行了选举委员
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行
政长官选举三场重要的民
主选举。这三场选举标志
着“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进一步巩固和香港新选制
的全面落实，也意味着具
有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事实证
明，新选制是符合香港实
际的好制度，彰显了“一
国两制”的优越性，开启
了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

香 港 的 民 主 制 度 是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
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在英
国150多年殖民统治下毫
无民主可言。港英政府曾
长期实行高压政策，严密
管控新闻出版，钳制言论

自由，对华人实行种族
歧视政策，屡次拒绝香港
社会的民主改革诉求，剥
夺大部分华人参政议政权
利。然而在殖民统治末
期，港英政府却一反常
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
。其真实用心无非是以“
民主改革”为幌子，企图
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
的政治实体，以制衡中国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延
续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
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仅没有
为香港带来真正的民主，
反而为香港回归祖国后的
民主发展埋下了祸根。

中国政府在1997年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
全面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方针，为香港回归后
的民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
向。但是香港的反对派却
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
怂恿下，利用香港民主
制度的漏洞，不断阻挠

特区政府施政，挑战司法
权威，扰乱公共秩序。从
2014年的非法“占中”到
2019年的“修例风波”，
反中乱港分子的暴力行径
不断升级，甚至发展到公
然鼓吹“香港独立”，并
从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
政权的活动。反中乱港分
子的黑暴行径严重冲击了
香港宪制秩序，挑战了“
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

在关键时刻，中央政
府及时出手，果断颁布
实施香港国安法。近两

年来，随着乱港分子相继
伏法和乱港组织陆续解
散，香港社会实现了拨乱
反正，开启良政善治新局
面。2021年3月，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
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
确将“爱国者治港”原则
贯彻到香港社会的政治生
活中。新选制将选举委
员会原先的四大界别扩大
到五大界别，委员人数由
原先的1200人增至1500

人，使选举能够更加充分
地反映香港社会的利益和
诉求。而且新选制规定，
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要在选
举委员会中获得至少188
个提名，且每个界别至少
15个提名，以保证其能够
获得各个界别的认可，兼
顾各方利益和诉求。

香 港 实 行 新 选 制 之
后，在民主选举过程中不
复再现过去党派相争、
恶意攻讦的场景，取而代
之的是选贤任能、理性协
商，努力实现香港良政善
治的局面。新选制既坚
持“一国”原则，又尊
重“两制”差异；既贯彻
了“爱国者治港”原则，
又体现了包容开放的精
神。它是选举民主与协商
民主的统一，是香港在“
一国两制”之下独立探索
出的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的
正确民主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民主标准，民主
标准也不应该被少数国家

垄断。对于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而言，只有符合自
身实际，能够解决自身问
题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在
新选制下，香港成功举行
的三场民主选举，凝聚了
社会共识，维护了公平正
义，坚定了香港社会发展
的底气和信心。

狮 子 山 下 ， 风 雨 同
舟。香港社会在过去25
年中经受住了国际金融
危机、“修例风波”、
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
重大考验。历史一次次
证明，在危难时刻，祖
国永远是香港的最坚强后
盾。未来五年，香港将迎
来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一定
能够团结一心，不负众
望，抓住历史机遇，积极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续写
新的“香江故事”。

(作者是中国网评论员。
来源：中国网)

6月24日，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期间，
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举
行。多国专家结合此次对
话会，深入解读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的贡献和作用。

另一种治理思路：“人民至上”
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

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
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
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对
中新网指出，金砖国家对
世界的主要贡献，就是它
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了
自己的声音，而这是其他
任何国际组织都没能恰当
地顾及到的。

鲁夫特认为，金砖机制
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思路，
即国际体系可以不再由富裕

国家统治，可以不再以国家
财富来下定论，而是遵循“
人民至上”原则。

在金砖国家提供的另一
种世界秩序当中，发展中
国家及其关心的问题得到
了更好的体现。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
进会秘书长( I C E C )默罕
默德·萨奇夫则指出，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的主导力量，金砖国家
的作用能否得到提升，
答案在于其打算如何适
应新的现实。

萨奇夫举例称，现有国
际体系以单边主义和排外
主义为主导，俄乌冲突可
能是一次“不应错过的机
会”，金砖国家有望借此

改变现状，致力于实现改
革国际体系的最初目标。

为《联合国宪章》投下信任票
鲁夫特说，当前，国

际上去全球化和制造分裂
的一些力量逐渐增强。在
此情况下，就更需要遵守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

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相当于对《联合国宪
章》投下了“信任票”。

他同时解读称，西方
主导的国际秩序未能阻
止俄乌冲突爆发，也未
能遏制住大流行病，更
没有防止住这些事对经
济产生影响。

这次金砖会晤，也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出的
一种声音，即共同呼吁美
国及其盟友，停止其近期
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
金融分裂。

展现抵御西方霸权的勇气
鲁夫特认为，金砖国家

会晤的举办说明，“美式
和平”正在“终结”， 美
国及其盟国支配其他国家
政治和经济体系并抑制其
增长的日子，已“一去不
复返了”。

他表示，在国际事务当
中，能为小国挺身而出的
大国所领导的一种新兴力
量，正在崛起。中小国家
不再孤单，也不会再甘于
被西方欺凌和胁迫。

萨奇夫则指出，金砖这
一“全球南方国家联盟”
的出现打破了西方霸权，
可能成为地缘政治规则的
改变者。

他认为，在新的地缘政
治现实中，很多东西都在
变化，局势仍未明朗，为
新叙事创造了空间。金砖
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
是时候努力去建立一个不
依赖于美国主导的经济机
构的组织了。

通过建立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
等举措，萨奇夫表示，金
砖国家“证明了自己抵御
西方经济和制度力量的
勇气”。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约峰会即将在西班
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与以
往不同的是，今年北约盟
主美国心怀叵测，邀请几
位非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出
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
是其中一位。

众所周知，北约峰会历
来没日本什么事，但岸田
默契配合美方安排，不顾
邻居感受“欣然”接受邀
请，高调宣布赴会。他因
此也“成就”了一个与日
本战后和平主义原则相悖
的记录——将成为首位出
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

岸田与会是日美勾连、
日本与北约互动的一个缩
影。长期以来，日本与美国
沆瀣一气，扮演美国“马前
卒”，充当美国在亚太拓展

霸权的“急先锋”和“桥
头堡”。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印
太战略”，积极参与美国
主导的“四边机制”，在
对华政策、乌克兰问题上
对美国亦步亦趋。日本早
就打过北约的主意——早
在本世纪初，日本领导人
就曾访问北约布鲁塞尔总
部。而今，日本更是与北
约频频互动，上演军事联
训，在军费支出标准上意图
向北约看齐……

岸田与会体现了日本与
北约狼狈为奸的算计。日
本与北约，一个是军国主
义阴魂不散的亚太国家，
一个是作为美国霸权主
义工具的全球最大军事组
织，两者勾连的本质是美

日各怀鬼胎，妄图在亚太
制造对抗和分裂。

众所周知，美国将中国
列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从不掩饰其遏制中国、妄
图永远称霸亚太的野心。
作为美国的“打手”，北
约早已突破自身设定的传
统战略防区，将手伸到亚
太地区，剑锋直指中国。
近年来一些北约成员国不
停派飞机、军舰到中国周
边海域搞军事演习，制造
局势紧张、挑动矛盾。

日本对美国、北约亦步
亦趋，部分日本政客企图
借助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
的力量，换取对日本“大
国身份”的认可，彻底摆
脱“二战战败国”帽子，重
塑“亚洲军政大国”地位的

野心。因此，日本急吼吼要
配合北约“祸水东引”。
岸田不满足于被动当北约峰
会的听众，而是要“主动
作为”——据日本媒体报
道，岸田将在峰会上呼吁
北约把注意力转向亚太地
区，并宣布要从根本上加
强防卫力等主张。

中国有一句古话，机关
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
性命。日本出于一己之野
心“引狼入室”，充当北
约的“急先锋”，是打错
了算盘。此举必将严重威
胁地区安全稳定，日本最
终会为此付出代价。

日美勾连必定遭到亚太
地区各国人民强烈反对。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
不是地缘政治的棋局，不

应受霸权主义威胁。求
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
亚太地区的大势，是民心
所向。亚太地区国家和人
民坚决反对任何引入军事
集团、挑动分裂对抗的言
行，日美的所作所为同亚
太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必定遭到地区各国人民的
唾弃。

亚太不是北约为所欲
为、横行霸道的地方。无
论是建立所谓“亚太版北
约”或推动加快北约“
亚太化”，都悖逆历史潮
流，是妄图在亚太复制悲
剧，制造新的动荡。印度
金达尔全球大学教授阿努
拉达·切诺伊警告说，北
约在亚太地区过度活跃、

遏制中国以及扩大军事联
盟，将在该地区制造新的
紧张局势。历史上亚洲许
多国家经历过殖民统治、
遭受过大国压迫和奴役。
本地区各国人民珍惜来之
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绝
不允许动乱和战乱重演，
也绝不允许将军事集团和
阵营对抗引入亚太。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就
指出，北约已经搞乱了欧
洲，不要再企图搞乱亚
洲，搞乱全世界。

日本“引狼入室”极不
明智，玩火者必自焚。日本
应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
全领域谨言慎行，着眼地
区和平稳定，切勿拿国运
当赌注、为他人火中取栗。

（来源：新华社）

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新一届特区政府定能大有可为 文/乐水

外国专家：金砖机制提供全球治理新思路，抵御西方霸权 文/孟湘君 彭大伟

配合北约“祸水东引” 日本用心险恶 文/谢彬彬 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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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沿岸国家首脑峰会
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阿什哈巴德消息：当地时间29日，
里海沿岸国家首脑峰会在土库曼斯坦首
都阿什哈巴德举行，与会领导人就里海
各领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议题
交换意见。会后，里海沿岸五国领导人
就里海地区安全发布联合公报。

据土库曼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
峰会由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
德穆哈梅多夫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哈萨克斯坦
总统托卡耶夫、伊朗总统莱希出席。

普京在峰会上表示，俄方一贯主张
深化里海五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环
境以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而保障地区繁荣的前提是各方应严格遵
守《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原则。

日本一沙滩现大量透明”塑料片”：
含有剧毒 或致人死亡

据《赫芬顿邮报》日语版30日报
道，6月下旬，日本神奈川县沙滩上
出现大量透明的“塑料片”，引发游
客关注。这些“塑料片”实际是剧毒
水母，其毒素或致人死亡。

这些被海浪冲到神奈川沙滩上的大
量透明物体名为“僧帽水母”，又被
称作“电水母”。这些水母状如气球
或塑料片，每只长1 0厘米左右。
《赫芬顿邮报》表示，游客可能会被
其漂亮的外表吸引而触碰，即使水母
已死，其残留的毒液也极具危险性。

美国2020年凶杀案破获率仅54% 
创有统计以来新低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9日报道，
美国警方2020年的谋杀案破案率仅为
54%，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记录这
一数据以来的最低破案率。有研究机
构认为，这与疫情下美国警方人员短
缺等问题有关。

美国联邦调查局自1965年开始跟
踪警方结案情况的数据变化，而2020
年的破案率54%是该数据统计以来
的新低。在破案率下降的同时，美国
的暴力犯罪和谋杀案数量激增，导致
2020年谋杀案数量同比增加30%。

5月新加坡商业银行放贷环比下降0.25%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预

估数据显示，2022年5月，新加坡商
业银行对该国居民的银行贷款和预付
款总额(包括票据融资)达8397.51亿
新元(约合人民币4.04万亿元)，环
比下降0.25%。

其 中 ， 商 业 贷 款 额 和 消 费 贷
款额分别环比下降0 . 4 7%和增长
0 . 1 3%， 达 5 2 5 1 . 6 亿 新 元 和
3 1 4 5 . 9 亿新元。

商业贷款中，建筑与施工贷款
总额达1740.02亿新元，环比增长
0.1 5%；制造业贷款达283 . 0 6亿
新元，环比增长3.04%。消费贷款
中，住房贷款和过桥贷款总额达
2190.13亿新元，环比增长0.47%。

日本5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7.2%
创两年最大降幅

日本5月工业产出出现两年来最大
月度降幅，因疫情封锁以及半导体和
其他零部件短缺打击了制造商，这为
日本难以强劲复苏的经济增添了令人
担忧的迹象，并突显出日本在克服供
应中断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高
企方面面临的挑战。

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日本5
月工业产出经季调后环比下降7.2%
，汽车、电气和通用机械等产品的产
量大幅下降。这是自2020年5月环比
下降10.5%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远
远超过市场预期的降幅。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日本高级经济学家马塞尔•蒂连特
（Marcel Thieliant）表示：“5月份
工业产出大幅下降，表明日本的复苏
再次令人失望。”

奥迪投资1,920万美元重启巴西工厂
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旗下品牌

奥迪在6月29日宣布，根据去年年底
披露的计划，该公司将投资1亿雷亚
尔（约1922万美元），重新在其位于
巴西巴拉那州的工厂启动生产。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最初该
工厂的最大产能将达到每年4000辆。
奥迪将在这座位于圣何塞杜斯平海市
（Sao Jose dos Pinhais）的工厂生产
奥迪Q3和Q3 Sportback车型，初期该
工厂生产的车辆将仅供巴西市场。圣
何塞杜斯平海工厂的占地面积为130万
平方米，雇佣着130名员工，它是奥迪
唯一一座位于南美洲的工厂。

奥迪在巴西的生产历史始于1999
年，当年位于巴拉纳州圣何塞杜斯
平海市的工厂投入使用，第一代奥迪
A3在这里生产直至2006年。

当天上午10点40许，
马科斯前往马卡南宫拜
会离任总统杜特尔特，
双方进行了简短交谈。

马 科 斯 随 后 乘 车
来到总统就职典礼所
在地菲律宾国家博物
馆，并进行了简短的
阅兵仪式。

正午12时，在菲律
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亚历山大·格斯蒙多
（Alexander Gesmundo）
主持下，马科斯手按圣
经宣誓就职。随后，
他发表了就职演说。

据菲律宾国家警察
( P N P ） 发 言 人 让 ·

法哈多(Jean Fajardo）
上校介绍，约3万人观看
了马科斯的就职典礼。

今年5月9日，菲律
宾举行全国大选，现年
64岁的马科斯赢得3100
多万张选票，成功当
选。菲律宾宪法规定，
总统任期为6年。

菲律宾新任总统马科斯宣誓就职

菲律宾新任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

【中新社】菲律宾新任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

马科斯于6月30日12时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正式宣誓就职，

成为菲律宾第17任总统。

【中新社】当地时间
29日晚，2015年巴黎恐
怖袭击案宣判，20名被
告均被判有罪。

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
案于去年9月8日开始在巴
黎特别重罪法庭展开审
理。该案共有20名被告，
其中14名被告出庭受审。
案件的审理工作受到法国
各界高度关注。

根据当晚的法庭判
决，20名被告均被判有
罪，其中19名被告被判
犯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
罪行，另外1名被告被判
犯有共谋欺诈罪。现年
32岁的阿卜杜勒萨拉姆
是唯一未被击毙的袭击
者，他当晚被判犯有恐
怖主义罪行和谋杀罪，
被处以终身监禁，且不
得提前释放，这据报是目

前法国法律最重的刑罚。
在出庭受审的其他13

名被告中，穆罕默德·
巴 卡 里 、 奥 萨 马 ·
克 雷 姆、萨芬·埃里被
判处30年监禁，他们须服
满三分之二的刑期；另
外10名被告被判处2年至
22年不等的监禁。20名
被告接下来会有10天的
时间决定是否上诉。

法国检方为案件的审
理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调查报告近5万份，
相关文件厚达53米，
相当于十多层楼的高
度；300多名律师参与庭
审，数百名袭击案的幸
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出庭
作证。法国前总统奥朗
德也曾在庭审期间出庭
作证；袭击案发生时，
他是法国总统。

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案宣判 

20名被告均被判有罪

【海外网】据美国
彭博社29日报道，美国
国防部表示，美方当天
在夏威夷进行的一项高
超音速导弹飞行测试以
失败告终，原因是点火
后出现了问题。

在一份声明中，美
国国防部发言人蒂姆·
戈尔曼表示，此次测试
在设备点火后出现异常

情况。项目官员启动审
查以确定原因。戈尔曼
并未在声明中提供29日
测试的具体细节。

彭博社称，此次试验
是美国又一次的高超音速
导弹测试失败。在2021年
10月的首次高超音速导
弹飞行测试中，助推器
曾出现故障，导致导弹
无法离开发射台。

美媒：美国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再次失败 

点火后出现异常

美国军方在太平洋导弹靶场进行试射。

【新浪财经】韩国
统计厅周四发布的数
据 显 示 ， 5 月 份 芯 片
库存较上年同期增长
5 3 . 4%，为四年多最
大增幅，表明全球电子
产品中使用的存储芯片
需求放缓。

2 0 1 8年 3月存储芯
片行业营收增长放缓
的同时，韩国芯片库
存也实现了54. 1%的
增长。自去年10月以
来，芯片库存一直在
同比增长。

韩国是全球最大的
存储芯片生产国。从智
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
汽车，存储芯片无处不
在。芯片库存不断增加
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
通胀压力、利率上升、
消费者信心恶化以及俄

乌冲突的持续可能导致
全球经济衰退。

韩国统计厅的报告
还显示半导体的出货放
缓，5月份出货量同比
仅增长8.9%，为2019
年10月以来首次个位数
增长。产量增长也放缓
至24.3%，为2021年2
月以来的最低增速。

半导体是韩国经济
的最大单一驱动力。
过去一年，三星电子
(208.25, 0.00, 0.00%)
和SK海力士等韩国芯片
制造商的股价一直在下
跌，原因是市场对未来
需求的质疑，以及全球
央行收紧政策给科技股
投资带来了压力。

消费电子需求放缓

韩国5月芯片库存激增53.4%

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国。

【新浪财经】新西
兰央行分析师表示，新
西兰明年将进入衰退，
衰退程度可能超过预
期，此前一项调查显示
企业信心继续下滑。

新西兰央行研究部
主管史蒂芬•托普里斯
（Stephen Toplis）表
示，澳新银行周四早些
时候公布的6月份商业
意见调查“许多指标都
符合我们的观点，即经
济正走向衰退，”“如
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他们暗示，任
何这样的衰退都可能比
我们预期的更严重。”

澳新银行的6月商业
信心指数降至-62.6，

接近2020年4月首次疫
情封锁时创下的-66.6
的历史低点。

托普里斯目前预测
2023年新西兰经济将出
现“温和”衰退，届时

央行激进加息和房价下
跌的全部力量将被感受
到。新西兰央行预测，
明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
度新西兰GDP将分别收
缩0.2%和0.1%。

新西兰央行预计明年经济将陷入“温和”衰退

新西兰央行预测，明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新西兰
GDP将分别收缩0.2%和0.1%。

【财联社】由于俄乌
冲突扰乱全球供应，国际
小麦价格今年一度升至创
纪录高位。但近期，随着
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加剧，
小麦价格明显回落，全
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
正趁此机会增加库存。

据媒体报道，埃及国
有买家--通用商品供应
总局（GASC）周三在招
标中购买了81.5万吨小
麦，这是至少从2012年以
来的最大单笔采购量。

贸易商指出，埃及
预定了8月、9月和10月
上半月的小麦供应。其
中来自欧盟（法国35万
吨、罗马尼亚24万吨、
保加利亚5万吨）的供
应占了大部分，总计达
到64万吨，而来自俄罗
斯的供应有17.5万吨。

周三早些时候，世
界银行表示，已同意向
埃及提供5亿美元，帮
助该国购买小麦。

埃及是全球最大的小
麦进口国，每年有一半的
小麦需求依靠进口。除了
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尔
及利亚等小麦进口国最近
几天也在抢购小麦。

小麦价格从历史高
点回落 但仍处高位

在多国囤积小麦之
际，由于经济衰退担忧
拖累了大宗商品价格，
谷物期货价格近期大幅
下跌。与俄乌冲突后创
下的纪录高位相比，芝
加哥小麦价格已经回落
了30%以上。

尽管如此，由于小麦
贸易已经受到俄乌冲突
的严重干扰，价格相对
于历史水平仍处高位。
埃及已经计划削减部分
进口，并寻求提高国内
小麦产量以满足供应。

埃及供应部长A l y 
E l-Mo s e l h y上周日表
示，该国计划每年将小
麦进口量减少50万吨，
约为10%。他称，政府
计划在7月1日开始的下
一个财政年度进口500
万至550万吨小麦。

埃及当局呼吁磨坊主
增加麦麸的用量。Moselhy
表示，该国正寻求从谷物
中获取更多面粉，将小
麦出粉率从82%提高到
87.5%。此外，该国还
在研究用加入土豆的小
麦粉制作面包。

经济衰退担忧下小麦价格大幅回落 

全球最大进口国趁机囤货

【海外网】当地时
间29日，法国政府发言
人奥利维亚·格雷瓜尔
在南特访问时宣布，将
面向900万户困难家庭
发放紧急食品援助。

据法新社报道，食
品援助是法国政府旨在
提高家庭购买力的旗舰
措施之一，奥利维亚·
格雷瓜尔证实，这将
面向积极互助收入津贴
(RSA)、成人残疾津贴
(AAH)、最低养老补助
(Aspa)或个人住房补助

(APL)的受益人发放。
这笔援助金为 1 0 0 欧
元，受益家庭每多抚养
一名孩子可以多获得50
欧元，这笔钱将于9月
初直接打入有关家庭的
银行账户。

据《回声报》报道，
法国全国家庭协会联
盟(Unaf)对这一措施表
示欢迎，但认为这还不
够。该联盟主席玛丽-
安德烈·布朗指出，
必须建立一种长期安
排来帮助提高家庭购

买力，在目前的通货
膨胀形势下，一个抚
养两名孩子的家庭平
均每月损失220欧元的
购买力。

法国的通货膨胀已
从能源领域扩大到食品
等日常消费的方方面
面，对家庭预算造成严
重打击。奥利维亚·格
雷瓜尔表示，目前法国
正处于通胀高峰，预计
到2022年底或2023年
初，通胀水平可能会有
所下降。

法国将向900万户困难家庭发放“紧急食品援助”

【中新网】据俄罗
斯卫星网30日报道，
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
斯与瑞典和芬兰的关系
没有像乌克兰那样的问
题，俄罗斯不会阻拦这
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据报道，普京在总
结里海峰会成果，并回
答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对俄与两国关系有何影
响时指出，“瑞典或芬
兰加入北约没什么可以
让俄罗斯担忧的，想要
加入那就请吧。”

但普京也表示，如
果北约在两国部署军事
基础设施，那么俄罗
斯将被迫做出对称回
应。“只是我们应当明
确而清晰地想一想，此
前没有威胁，如果部署

了军队和军事基础设
施，我们将被迫做出对
称回应，在向我们发出
威胁的区域建立同样的
威胁。”

普京强调，“对俄
罗斯来说，芬兰和瑞典
加入北约与乌克兰入盟
完全不是一回事。”

此 前 报 道 称 ， 芬
兰、瑞典原本奉行军
事不结盟政策，但于
今 年 5 月 正 式 申 请 加
入北约。 6月 2 9 日，
北约在公报中宣布，
北约成员国已正式同
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
入北约。

普京：俄罗斯不会阻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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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

气滞型少吃辛辣多顺气 血瘀型别碰肥腻多温热 痰湿型避开咸甜多化湿

结节患者需要忌口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王 芳

全民健身

配备器材球场 生态环境宜人

体育公园，老百姓的健身乐园
受访专家：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 张一民

本报记者 张 健

生活起居

隔音降噪 净化空气 赏心悦目

临街的窗台放些绿植
还可选双层中空玻璃、厚棉麻窗帘、隔音吊顶来减少噪音

受访专家：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 宋广生

本报记者 张 健

《韩非子·扬权》也
说：“香美脆味，厚酒肥
肉，甘口而病形”。《千
金要方·食治方》云：“
饮食过多则积聚，渴饮过
多则成痰”。中医认为，
饮食不当，脾失健运，水
湿内蕴，聚而生痰，最终
导致气滞、痰凝、血瘀
等病理产物壅结，生成结
节。因此，结节患者需要
忌口。

甲状腺结节，严格控制
碘的摄入量。研究发现，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均与碘
的摄入量有密切关系。以
往碘缺乏是诱发甲状腺疾
病的主要因素，随着食盐
加碘的推广，碘摄入量逐
渐增多，高碘也成为导致
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国际上对碘摄入量的推荐
标准为：0~6岁的婴幼儿
为每天 90 微克，6~12 岁
儿童为每天 100 微克，大
于 12 岁的人为每天 150 
微克，妊娠期或哺乳期妇
女的摄入量为每天 200
微克。对于高危人群，更
要少吃含碘量高的食物，
如紫菜、海带、发菜、海
蜇、海参、苔菜，各种贝
壳、虾皮等。可适当食

用一些具有健脾化湿、散
结消肿功效的食物，如薏
米、木耳、香菇、山药、
荸荠、油菜、芥菜、猕猴
桃等，对甲状腺结节预防
有一定疗效。

乳腺结节，注意低脂高
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
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
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
的刺激。要多吃全麦食
品、豆类和蔬菜，控制动
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
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
变。

肺结节，阳虚温补、
气虚健脾。针对患者体质
偏颇情况，通过中医药调
理平衡阴阳气血，会改善
肺结节整体的生长环境，
在肺结节发生发展演变过
程中起到一定有利作用，
延缓或改变恶性肺结节的
发生。如患者体质为阳虚
质，建议多吃温补食物，
如羊肉、韭菜等，平时
可服肾气丸等;若为气虚
质，应注意休息，保持心
情平和，多选健脾益气的
食物，如大枣、小米、山
药类，平时可用黄芪泡水
喝。

临床发现，患有结节的

患者以气滞型、血瘀型、
痰湿型居多。这里也详细
介绍一下这三种体质的人
群该如何忌口、更适合吃
什么。清代医家王孟英指
出：“以食物作药用，性
最平和，味不恶劣，易办
易服”，食疗可起到一定
的辅助治疗作用。

气滞型体质。中医认
为某些食材具备消积食、
顺气的“理气作用”，散
发清爽香气的蔬菜、柑橘
类水果及带酸味的食物，
都能提高肝的疏泄及理气
作用，应多食。气滞不畅
时，具有“理气作用”的
代表食材是带香气的蔬
菜，可改善气滞状况，比
如茼蒿、水芹、洋芹、香
芹等。烹饪这类蔬菜时，
若时间过长，宝贵的香气
便会散失，所以应在最后
环节时加入并快速加热。
此外，肝掌握着气的运
行，若想保持肝的健康，
在五味中应适当食“酸”
，柑橘类、梅干、黑醋
等酸味食材，可提高肝功
能，改善气滞状况。

日常推荐的食材为洋
芹、柑橘、梅干、茼蒿、
薄荷、枸杞、菊花、红

薯，代茶饮中可加些薄
荷、茉莉花、枸杞、菊
花、郁金、薰衣草等。

禁忌：控制辛辣食物及
调料摄入，爱放屁打嗝的
人应少吃薯类及豆类。

血瘀型体质。处于血
行不畅的瘀血者，大多有
怕冷、四肢发冷、慢性疼
痛等症状。“温热性”
及“辣味”食物可暖身、
发汗、利尿、解毒，促进
气血运行。温热食物有洋
葱、韭菜、大蒜、花椒、
肉桂等，辣味食材有姜、
大葱、紫苏等。这里要重
点提各种“青背的鱼”，
如沙丁鱼、秋刀鱼等。这
些鱼都是具有活血作用的
代表性食物，可减少血液
中的中性脂肪，调节胆固
醇平衡，促进血液循环。
肥肉、肥油、奶油等动物
性脂肪及味道过浓的食
物，会使人体血液变得黏
稠，所以瘀血体质人群要
严格控制上述食物摄入。
此外，平时怕冷的人一定
慎吃冷食冷饮，饮品中不
可加冰，养成饮用常温或
温热饮品的习惯。

日常推荐多食用洋葱、
大蒜、姜、葱、韭菜、

花椒、紫苏、肉桂等食
材，代茶饮中可加一些玫
瑰花、红花、藏红花、郁
金、黑醋等食材。

禁忌：肥肉肥油、奶油
等脂肪含量多的食物。

痰湿型体质。痰湿者应
多吃有化湿降浊作用的食
物，以促进脂肪和水分排
出。具有这种功效的食物
有糙米、小麦、杂粮、海
藻、蘑菇等，它们都含有
丰富的食物纤维。纤维丰
富的食物大多必须充分咀
嚼才可咽下，这就起到了
抑制暴饮暴食的作用，可
预防肥胖、高血脂及动脉

硬化等病症，正切合痰湿
者的需要。反之，肉、油
腻及甜腻食物会增加血液
中的胆固醇含量，痰湿者
应加以控制。此外，过多
食用水分与糖分含量高的
水果，也是导致痰湿的原
因之一。

日常推荐多食用糙米、
小麦、蘑菇、萝卜、海
藻、大枣、栗子、荔枝
等，饭后可饮用温热的乌
龙茶、普洱茶及薏米茶。

禁忌：避开肉、蛋黄、
鱼子、油腻食物及过咸
食物，不要过多摄取糖
分。▲

机动车轰鸣“炸街”、室内装修噪
声……遇到恼人的噪声怎么办？前不
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法律的
形式对噪声排放标准、噪声污染源头
预防、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信息公开等
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律将于今
年6月5日起施行。

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
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
象，共分为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
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其
中，广场舞音乐、室内装修等社会生活
噪声是噪声污染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令
广大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室内装饰
协会副会长宋广生表示，新《噪声污染
防治法》重新界定噪声污染内涵，扩大
了法律适用范围，明确相关部门责任，
特别是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建筑装饰装
修、餐饮等噪声扰民行为，有利于保护
大众的声环境安全，还公众一个宁静的
家园。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住宅噪声有五
个主要来源：一是门窗传进的室外
噪声。住宅面临公路、市场、工厂、
车站等场所的居民，受噪声的困扰，
不仅不敢随意开窗通风，若门窗隔声
效果差，还会严重影响生活。二是墙
壁传进的邻居生活声音。城市高层塔
楼一般采用轻质隔墙，分户墙隔声效
果较差，邻居轻微的活动声音都能
听见。三是暖气、上下排水管道传导
的声音。冲马桶的哗哗声、水龙头的
振动声，持续的滴水声，会吵得邻居
夜不能寐。四是通过楼房的楼板地面
传声。几乎所有住在楼里的居民都有
这样的困扰，楼上住户的脚步声、桌
椅摩擦声、跳动声十分刺耳，不但影
响生活和休息，还会影响邻里关系。
五是通过楼房的泵房、电梯等设备传
声。如何防范这些恼人的噪声呢？除
了积极举报维权外，日常生活中专家
建议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1.安装效果好的隔音窗。90％的外
部噪声是从门窗传进来的，建议用中
空双层玻璃窗和塑钢平开密封窗，可
以隔掉70％~80％的噪声。

2.选择质量较好的隔音门。与临街
房间相连的室内门，隔声也很重要，
好的户内门可以隔离掉30分贝左右的
噪声。特别是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
在装修时应该注意室内门的选择。

3.养些绿植。临街的窗台、阳台上
养植花卉或者绿色植物，不但可以有效
降低临街噪声，还可以美化室内环境，
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有些家庭还会选
择把阳台封闭，从而起到隔绝噪音的效
果。但要注意对阳台墙面隔声层的处
理，还要选择隔声效果好的阳台窗。

4.合理安排房屋格局。如果房屋隔
声不好，卧室应该尽量远离声源，特
别是高层楼房的卫生间和厨房，尽量
不要和卧室、儿童房相邻。

5.家居装修注意防噪处理。室内装
饰装修要选隔音材料，如窗帘要选厚棉
麻布的，一条质地好的窗帘可以减少10
％~20％的外界噪声。墙面在装修时，
用吸音棉和石膏板做一层隔墙。地面使
用实木地板，铺装地砖采用隔音工艺，
或是铺装地毯，用专业的隔声材料做隔
音吊顶。在水管上包覆吸音板，或者装
修时在下水管道加上吸音板。▲

近年来，不少居民发现周围出现了一
些既适合个人健身，又适合全家集体活
动休闲的新场所——体育公园。不管是
旧公园改造而成，还是新建不久，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健身设施完善、风
景秀丽。

记者走进由公园改造而成的北京方庄
体育公园,看到中央是一个下沉式文化
广场，老人孩童都忙活着，跳广场舞、
踢毽子、散步，热闹非凡。环顾公园一
周，记者发现公园内除了有供大家跑
步健走的步道、室内网球馆、篮球场、
标准足球场、健身房、舞蹈室、乒乓球
室，还有棋牌长廊、儿童游乐园、综
合健身等区域。在草坪上正在玩空竹的
李先生说：“这里比社区健身角宽敞，
玩空竹不怕施展不开了，而且环境很
好。”据记者了解，方庄体育公园占地
面积7.8公顷，其中绿地占3.7公顷。

“体育公园是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个飞
跃性标志。”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
康研究院副院长张一民告诉《生命时报》
记者，体育公园可看作一个城市整体发展
水平的重要体现。它是以体育健身为重要
元素，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具备改善
生态、美化环境、体育健身、运动休闲、
娱乐休憩、文化展示等多种功能的公共区
域。目前，体育公园正在成为全民健身的
全新载体、城市生态的重要部分，是推动
群众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体育公园是在国家大力推动体育设
施建设的背景下产生的。经统计，截至
2019年底，全国县（市、区）体育公
园（或配建体育设施的公园）覆盖率为
69.3%。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国家体

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
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
年，全国新建或改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
公园，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样、
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

体育公园是建在群众身边的多功能健
身休闲场所，不仅解决老百姓健身去哪儿
的问题，还让大家在很舒适的环境中运
动，在健身的同时身心得到休息、放松，
在家庭互动中感受到自然的魅力。相比社
区健身角，体育公园承载多种功能：

健身。既有满足中老年人群需求的健
身广场、健身器材，也有满足青少年需
求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规球类场地
设施和满足儿童需要的活动设施。有的
体育公园还有一些特色项目，如滑雪。
北京常营体育公园在冬季就开辟了冰雪
项目，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与喜爱。

休闲娱乐。融合运动健身、休闲、娱
乐、文化展示和生态为一体是体育公园
的一大特色。例如，占地13.6万平方米
的常营体育公园，除了运动健身区，还
设有休息游憩区、生态养生区。生态养
生区依托各种植被，营造森林氧吧、儿
童游乐场。

生态。体育公园是推动人与自然融合
的体现，保持城市生态功能是体育公园
的一项重要作用。例如，2021年 10月份
下发的《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
意见》表示,新建的体育公园绿地占面积
比例要求不低于65%，不破坏自然生态
系统，健身设施要有机嵌入绿色生态环
境，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打造运动场景。

便利性。体育公园各类设施适合各
类活动和多类人群。亲子互动、老年休
闲、家庭出游、赛事活动都可找到对应
场所。以江苏扬州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
为例，该公园分别建有3公里长的健身步
道、3.2公里长的自行车道以及足球、篮
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室外球场
和室内球馆，开放一年接待量即达到400
多万人次，每到周末、每日晨昏都有很
多市民带着孩子来到公园跑步健身、享
受畅快呼吸。

体育公园是一座全方位、性价比高的
健身乐园，能让更多人参与到体育健身
之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进一步促
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 本 报 讯 】 印 度 尼
西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全 权 大 使 特 命
大使周浩黎（D j a u h a r i 
Oratmangun）访问了中国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
称“语言合作中心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简称
CLEC), 并会见了CLEC主
任马箭飞教授。CLEC隶
属于中国教育部,是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
公益教育机构。

此次访问旨在加强印
尼六所大学与CLEC在汉
语教学方面的合作，并
在建立汉语语言和创新中

心。上述六所印尼大学分
别是日惹加查马达大学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UGM）、万隆巴加加兰大
学（Universitas Padjajaran 
- U n p a d ）、日惹国立
大学（UniversitasNegeri 
Yogyakarta）、雅加达伦
敦公共关系学院（LSPR）
、 印 尼 徐 清 华 大 学
（Universitas Ciputra）和
班查西拉大学（Universitas 
Pancasila）。中国—东盟中
心秘书长陈德海也出席了
此次会议。

周浩黎大使感谢和赞
赏CLEC为今年6月份刚刚
结束为900名各领域职业

教育人员培训活动，包括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和计
算机技术领域的职业教育
人员培训活动，以提高印
尼教师、校长和讲师素质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还为
600名各级学校校长提供
了领导力培训，并为600
名中文教师和讲师提供
了各专业领域培训。 这
项培训活动具有积极的
影响，因此希望参与者
可以与各自城市的校长
或其他老师分享他们所得
到的知识。

此次访问活动还讨论
了协助印度尼西亚6所大
学建立中国研究、普通话

教学和创新中心的计划。 
以后希望该中心的存在
能提供职业培训，举办中
国文化节，为将到中国求
学深造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认识，尤其是汉语教育人
员，参加中国举办的冬季
和夏令营以及通过培训和
研究开发的技术转移活动
合作。

马箭飞教授对以上计
划表示赞赏，“我们将
尽快在印尼这6所大学实
施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汉
语教学中心和创新中心的
建议”。 这反映了中国
政府对加强汉语外交的贡
献，并致力于通过培训、

大学合作伙伴关系、联合
研究和奖学金来增加教
师、校长和讲师的资源。 
他补充说，CLEC将提供
35个单元的智能教室帮
助，以培养对学习汉语的
兴趣，并提高各级汉语教
师的虚拟学习质量。

除了培训许多教育活
动家之外，印尼驻北京大
使馆还表示，CLEC已为
多达2749名印尼本科、
硕士和博士教育级别的教
师和讲师提供了奖学金。
印尼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 
Yaya Sutarya 说道。

印度尼西亚的大学可
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讲

师的质量和汉语学习计划
的管理质量。 另外需要
说明的是，目前在中国各
大学开设了19个印尼语
学习项目，并计划在3所
大学增加3个印尼语学习
项目，并开设13个印尼
语学习中心。

为感谢周浩黎大使在
加强中印两国语言外交领
域以及其他合作方面的
不懈努力， 马箭飞教授
代表CLEC授予周浩黎大
使“语言教育合作中心名
誉高级顾问”职位，是中
印两国人文合作不断加强
的具体体现。马箭飞教授
说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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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驻华大使馆协助印尼六所大学设立语言与创新中心

周浩黎大使（Djauhari Oratmangun）访问了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受到CLEC主
任马箭飞教授的热烈欢迎

周浩黎大使访问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受到了CLEC主任马箭飞教授和高层
的热烈欢迎。

周浩黎大使访问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 并与CLEC高层举行会议。
周浩黎大使访问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
， 并受到了CLEC主任马箭飞教授的热烈欢迎。

马箭飞教授（左）代表CLEC授予周浩黎大使 
(右）“语言教育合作中心名誉高级顾问”职位。

周浩黎大使（中）访问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
与CLEC主任马箭飞教授（右）一同合影。

周浩黎大使与中国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CLEC)领导人合影。

故事朗诵、爱国歌曲
演唱、贯口相声、影视配
音、话剧表演……6月25日
晚，由华侨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主办的“唱响新时
代，播出最强音——2022
华侨大学播音之夜”汇报
演出在李碧葱音乐舞蹈大
楼演播厅举行，近百名播
音学子们用形式多样的演
出，展现了蓬勃向上、富
有青春活力的精神风貌。

本次汇报演出是新传
学院主题教学活动周的开
场活动，以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学生为主体，分
为“忆往昔：峥嵘岁月，
星火晨光”“迎今朝：薪
火相传，勇毅笃行”“展
未来：踵事增华，踔厉奋
发”三个篇章。演出节目
精彩纷呈，诗歌朗诵豪迈
奔放、意境深远，舞蹈
节目则姿态万千、充满

动感，现场高潮迭起，掌
声不断。“华侨大学新闻
联播”则是晚会的另一场
重头戏，该节目以演播厅
主播与现场记者连线报道
方式，对北京冬奥会在内
的八大新闻事件进行了报
道，充分展现了播音专业
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能力。

晚会策划者之一、2020
级播音专业的李家乐同学
说：“我感受到了播音学子

们的专业水平和创作激情，
感受到了同学们朝气蓬勃的
青春气息和时代青年们的责
任与担当。希望我们都能始
终保持这份初心和热忱，不
管在校园还是踏入社会，都
能拥有风雨灿烂的人生。”

胡玉云同学已连续两年
参演朗诵节目，今年她表
演的节目是《那年，中国青
年正十八》，“时代各有不
同，青春一脉相承，今年的

我们依然承袭了‘要让艺术
表达突破形式疆界跨越被定
义的框架，自由起航，勇敢
做你想要成为的人’的信
念。我们会努力成为富有朝
气、富有梦想、勇于担当的
新时代青年。”她说。

作为新传学院的品牌
活动，华侨大学播音之夜
已经连续举办两年，学院
高度重视，推荐了以索燕
华教授领衔的艺术指导教

师团队精心打磨演出节
目，并在B站进行了现场
直播。当晚活动还得到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凤凰网
香港号、中国外文局煦方
国际传媒、香港TVB电视
台、台湾中视新闻、天津
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
影视集团、厦门卫视等十
余家主流广电及媒体行业
一线从业者的远程祝福支
持。（华侨大学供稿）

新传学院学子“唱响新时代，播出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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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梁振英 
委托相关方面转达对董建华的问候

30日讯，家主席习近平30日下午
在香港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
英。习近平指出，你担任全国政协副
主席以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香港
繁荣稳定倾心尽力，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希望你全力支持新一任行
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
施政，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为“一
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
梁振英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的关心和
鼓励，表示将竭尽所能，继续为香港
和国家服务。丁薛祥、夏宝龙参加会
见。当天，习近平还专门委托相关方
面转达对在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
华的问候。（中新社）

习近平致信祝贺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
续写新时期中菲友好合作大文章

30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信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
祝贺他就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习近
平指出，不久前，我同你通电话，就
中菲两国坚持睦邻友好、携手共同发
展达成重要共识。我愿同马科斯总统
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
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续写新时期中
菲友好合作大文章，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中新社）

全球首款甲醇混合动力轿车在贵阳上市
30日讯，全球首款甲醇混合动力

轿车——吉利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
轿车上市，与吉利完全正向研发的
远程甲醇重卡在贵阳同步交付。甲
醇汽车产业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上市的全球首款甲醇混合动力
轿车，搭载了全新一代1.8L醇电混
动发动机和行业领先的混动电驱变
速器，实现40%节能率，百公里醇
耗低至9.2L，每公里出行成本不到
0.3元人民币，每行驶1万公里可减
碳约0.8吨，相当于为地球增添40
平方米森林。同时交付的远程甲醇
重卡是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在贵州投
放的首批甲醇重卡，动力上搭载了
全新自主开发的13L甲醇发动机，满
足不同运输场景的需求，助力贵州
绿色物流发展。贵州是全国最早一
批甲醇汽车试点地区。截至目前，
贵州省已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广甲醇
汽车17000辆，全省投入运营甲醇
燃料加注站超过60座，年消耗甲醇
约25万吨，替代汽油约1 5万吨。
（中新社）

澳门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增至180例
30日讯，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应变协调中心（下称“应变协调中
心”）30日通报，从6月29日零时
至晚12时，澳门新增88名核酸阳性
感染者，至此澳门本轮疫情阳性感
染者共有572名，其中确诊病例180
例。据介绍，上述572人中，包括
328名女性、244名男性，年龄介乎
8个月至100岁，其中180人有症状，
列为确诊病例患者。392人暂无症
状，列为无症状感染者。29日的新增
阳性感染者中，48个属社区发现，40
个属管控中发现。应变协调中心表
示，澳门居民从29日至30日需进行
自我快速抗原检测，29日进行了抗原
检测并上载结果至系统的有625313
人次，从中发现37名抗原检测阳性人
士。应变协调中心宣布，为应对澳门
6月18日至今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7月1日和2日，澳门市民必须每天
进行1次快速抗原检测及上载申报检
测结果。（中新社）

中方回应英外交大臣涉台言论：
缺乏基本常识，自以为是

30日讯，针对英国外交大臣特拉
斯近日涉台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道，
英方的有关表态缺乏基本常识，自以
为是，令人惊讶。当天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9日
称，北约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入
侵台湾”将是“灾难性的误判”。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近
期英方个别高官反复炒作涉台问题，
中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我要再次强
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
势力无权干涉，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中方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方针政策，将尽一切努力争取
和平统一前景，但对于“台独”分裂
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管。“英方的有
关表态缺乏基本常识，自以为是，令
人惊讶。”赵立坚说。（中新社）

15时10分许，习近
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步出车厢，香港特别
行 政 区 行 政 长 官 林
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
上前迎接。欢迎仪式
上，香港警察乐队奏
响热情的欢迎曲，充
满精气神的舞狮欢腾
跳跃，数百名香港青
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
挥动国旗、特别行政
区区旗和鲜花，表达
热烈的欢迎。习近平
和彭丽媛向欢迎的人群
挥手致意。

习近平这次赴港受
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中 外 记 者 在 现 场 等
候。习近平走到采访
区，向在场记者问好。
他表示，明天，是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
日，全国各族人民将和
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
件喜事。我向香港同
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
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一
直关注着香港，挂念着
香港，我的心和中央政

府的心始终同香港同胞
在一起。过去一个时
期，香港经受一次次严
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
险挑战，历经风雨后，
香港浴火重生，展现
出蓬勃的生机。事实
证明，“一国两制”
具有强大生命力，是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
的好制度。

习近平强调，行而

不辍，未来可期。只
要毫不动摇坚持“一
国两制”，香港的未
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香港一定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
其亮，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等陪同人员一同
抵达。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
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
司司长郑若骅、立法会

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
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智
思等前往车站迎接。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
中央政府驻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
雄，外交部驻香港特
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
源，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彭
京堂、政委赖如鑫等
也到车站迎接。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进行视察 习近平抵达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前往高铁西九龙站迎接

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乘专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
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这是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车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上前迎接。

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乘专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
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这是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香港30日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下午乘专列抵达香港，

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中新社北京30日讯】
记者30日从中国石化
获悉，中国石化部署在
重庆綦江的新页1井试
获日产页岩气53万立
方米，标志着新场构造
落实千亿方资源量。至
此，中国石化川东南盆
缘复杂构造带“新场
南—东溪—丁山—林滩
场”形成整体连片，整
体资源量达到11930.5
亿立方米，是中国石化
继涪陵页岩气田后发现
的第二个万亿方页岩气
资源“家底”。

新 页 1 井 完 钻 井 深
575 6米，是中国石化
勘探分公司部署在重庆
綦江区新场构造的深层
页岩气风险探井。新场

构造在地质上属于川东
南盆缘复杂构造带，此
前研究表明，该构造带
超深层页岩气有利面积
大、资源量大，是中国
石化页岩气增储上产的
重要领域。

据 了 解 ， “ 新 场
南—东溪—丁山—林滩
场”的平均深度都大于
350 0米，其中最深完
钻的丁页8井气层达到
4614米。通常而言，埋
深超过350 0米的页岩
气，被定义为深层页岩
气。深层页岩气穿过的
地层多，存在着页岩埋
深大、地应力复杂等
多项世界级难题。如
果说浅层页岩气开发
是将“羊肠小道”扩

建为“高速公路”，
那么深层页岩气开发便
是在青藏高原上开山架
桥，修建复杂交错的“
盘山公路”，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

中国石化在2012年
涪陵页岩气田取得重大
勘探突破后，将目光转
向川东南盆缘复杂构造
带，成立深层页岩气技
术攻关组，持续开展深
层页岩气目标评价等技
术攻关研究。

中国石化表示，下
一步将加强新场构造目
标精细评价，加强川东
南“新场南—东溪—丁
山—良村北”整体评价
与部署，力争实现新勘
探突破。

中国再获万亿方页岩气资源“家底”

【中新社香港30日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下
午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

习近平指出，5年来，
在中央坚定支持下，
你忠诚履行行政长官的
宪制责任，坚定贯彻落
实“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本法，带领特别行政
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
社会各界人士止暴制
乱，全力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和
香港繁荣稳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推
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
治重大转折，做了大量

艰苦工作，作出重要贡
献，展现了勇于担当的
精神。对于你这5年来
的工作，中央是充分肯
定的。

习近平希望林郑月
娥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
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
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
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作
出贡献。

林郑月娥衷心感谢
习近平主席在香港疫情
仍然波动的情况下亲临
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
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这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
怀。她表示，香港过去

5年是极不平凡的5年，
她能够为“一国两制”
事业作出贡献，感到十
分荣幸。祝愿祖国富强
昌盛，习主席视察香港
圆满成功。

当天下午，习近平分
别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立法、司法机
关负责人，香港各界代
表人士，香港纪律部队
代表，中央驻港机构和
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丁薛祥、许其亮、
沈跃跃、王毅、夏宝龙
等参加有关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候
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参
加有关会见。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中新社南宁30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厅长陈亮30日
在南宁表示，平陆运
河项目将通过开展运
河沿线水环境综合整
治和水生态修复，实
施自然岸线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建设沿河
生态廊道，着力打造
低碳运河，力争将平
陆运河打造成为世界
级高水平保护的生态
运河、绿色运河。

陈 亮 当 天 通 过 新
闻发布会对外通报平
陆运河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情况。他介
绍，平陆运河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珠江—西
江流域连接北部湾港
的亿吨级水运交通大
动脉，上游与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的西
江航运干线相连，向
西经邕江直通广西南
宁和左、右江腹地并
通云南，向东经郁江
直通粤港澳大湾区，
向北通过黔江、红水
河或柳江直达贵州，
向南由北部湾出海。

完 成 环 评 审 批 的
平陆运河项目线路全
长约140公里，起点
位于南宁市邕江下游
150公里的横州市西
津水库平塘江口，跨
沙坪河与钦江支流旧
州江分水岭，经钦州
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
江干流南下进入北部

湾钦州港海域。该项
目将为广西及西南地
区、中南部分地区开
辟最便捷的出海水运
新通道，极大释放航
运优势和潜力。

广西将实施一系列
措施提升平陆运河的生
态环保水平。在运河沿
线两岸建设生态廊道并
在运河越岭段布设动物
通道，保护沿线生物多
样性，促进运河两岸间
动物的自然交流；保留
36处原河道的形态或形
成的牛轭湖作为生态涵
养区，最终形成“多廊
+多点”景观格局，构
建平陆运河生物多样、
丰富的运河生境。

官方还计划合理设
置过鱼设施和鱼类增
殖站，为鱼类和水生
生物提供洄游通道，
并通过建设人工增殖
放流站、开展人工增
殖放流等有效措施对
鱼类损失进行补偿。
同时，建设生物多样
性观测站，定期观测
运河沿线陆生、河流
和海洋生态，以此为
依据不断完善生态安
全措施。

两天前，广西壮族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在钦
州召开听证会，主动向
公众解释平陆运河饮用
水安全、红树林占用、
航运影响等问题，切实
落实行政相对人权利，
保障民众对项目建设知
情权。

【 中 新 社 三 亚
3 0 日 讯 】 记者30日
从三亚海关了解到，
今年1-6月，该关监管
三亚供往香港天然气
45.1万吨，货值16.93
亿 元 （ 人 民 币 ， 下
同），分别同比增长
470%、1068%。

在 碧 波 万 顷 的 中
国南海，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钻井平台如山
岛耸峙。据介绍，自
1 9 9 6 年 起 ， 三 亚 每
月稳定输送天然气供
给香港。期间，海关
等部门数十年如一日
保驾护航。三亚海关

查检科科长王彦介绍
说，为保证天然气供
港不间断，海关制定
了专门的检验监管工
作流程，提供“7×24
小时”预约查检等便
捷服务，确保业务即
办即运、无缝衔接，
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短短十几分钟，

我们就办完了供港天
然气的申报手续。”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采办
共享中心总经理赵峰
说，“三亚海关为我
们提供了提前申报、

在线初审等个性化服
务，节省了企业通关时
间，为天然气稳定供港
提供了重要支持”。

另据统计，自2018
年以来，三亚海关共
监 管 三 亚 供 港 天 然
气15 8 . 6万吨，货值
47.72亿元。

平陆运河将打造世界级

高水平保护生态运河

今年上半年三亚供港天然气同比大增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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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家残奥委员会
（NPC）主席森尼·马本
（Senny Marbun）表示，
印尼实现这一目标的雄心
将面临挑战，泰国预计将
成为今年东盟残奥会的最
强对手。

红白队瞄准金牌的运
动项目包括竞技体育、游
泳、乒乓球、羽毛球和象
棋。森尼说，“从参加
的14种运动项目中，我

们能够获得大约105枚金
牌。泰国可能是最强的对
手，他们可能会赢得95
或96枚金牌”，“我们
希望能够成为东盟残奥会
的总冠军。”

森尼透露，泰国将派
出312名运动员，而印尼
仅派出210名运动员。不
过，为了保持成为总冠军
的希望，印尼全国人大最
终决定新增111名来自独

立训练的运动员。
因此，印尼是今年东

盟残奥会参赛人数最多
的国家，共有321名运动
员。同时，泰国共为312
名、菲律宾为1 4 4名、

越南为126 名、柬埔寨
为1 1 3名、马来西亚为
89名、缅甸为69名、新
加坡为44名、老挝为37
名、文莱和东帝汶各为
15名。

印尼瞄准东盟残疾人运动会

获105枚金牌
【美都新闻网】2022年东盟残疾人运动

会将7月30日至8月6日在梭罗市举行。印

尼定下目标，运动会上获得105枚金牌。

【网易体育30日讯】
2022年世界羽联马来西亚
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单第
二轮陈雨菲2-0击退泰国的
布桑兰，王祉怡2-0完胜印
尼选手玛莉丝卡，韩悦2-1
逆转韩国名将安洗莹，国
羽女单三人打进八强。

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
布桑兰，此前两人有过11
次交手，陈雨菲9胜2负绝
对优势。首局陈雨菲开局
就5-0领先，6-4后连得
8分，一路大比分占优以
21-12轻松拿下。第二局
陈雨菲开局失误较多，曾
经4-8落后，不过很快稳
住局面迎头赶上，10-11
连拿4分，尽管此后又被
布桑兰15-14反超，但陈
雨菲再度起势后，连续拿
分20-16获得赛点。布桑
兰再追3分后，陈雨菲把
握住机会拿下，以21-19
获胜总比分2-0过关。

亚锦赛冠军王祉怡迎
战印尼选手玛莉丝卡，首
局王祉怡在开局慢热4-8
落后的情况下，连拿6分
实现反超，后半段保持对
对手的压制，错过2个局
点后以21-19获胜。第二
局王祉怡优势更大，暂停
后13-6领先，优势明显
21-13再下一城，总比分
2-0打进八强。1/4决赛，
王祉怡将迎战丹麦的杰
克斯菲德，后者以21-19
、19-21和21-13战胜西
班牙名将马林。

韩悦挑战韩国名将安洗
莹，双方此前三次交手，韩
悦全部落败。本场比赛，韩

悦开局不利，不过在6-10
落后的情况下，一度连得6
分12-10反超。进入中局双
方比分紧咬，一直拉锯到21
平，韩悦追上2个局点，但
还是以21-23惜败。

第二局韩悦展开反击，
开局2-2后连得7分，但
此后起伏过大10-6连丢5
分，甚至到局末又被安洗
莹18-17反超。关键时刻，
韩悦还是再次起势，连得4
分以21-18扳回一局。决胜
局韩悦士气已起，6-4后连
得5分，一路压制安洗莹，
以21-16实现逆转，总比
分2-1晋级。1/4决赛，韩
悦的对手是泰国名将因达
农，后者以15-21、21-12
和21-18翻盘美国华裔名将
张蓓雯。

中 国 台 北 名 将 戴 资
颖，以21-11和21-9完
胜爱沙尼亚资格赛选手库
巴，1/4决赛将迎战印度
名将辛杜，后者以19-21
、21-9和21-14翻盘泰国
的猜万 。

【新浪体育30日讯】
2022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
赛结束女双10米台预赛争
夺。中国组合陈芋汐/全
红婵全程发挥稳定，最终
是以总分352 . 0 8分轻松
锁定头名强势晋级最后决
赛。

共有9对组合参加女双
1 0米台预赛，所有选手
都“提前”锁定了决赛资
格，预赛成绩只是决定选
手们在决赛中的出场顺
序；中国跳水队派陈芋
汐/全红婵出战，并且在
五轮比赛中，中国组合每
一轮都是最后登场。

陈芋汐/全红婵五跳发
挥稳定，动作质量也近乎

完美，最终是以352.08分
的总分排名预赛首位顺利

晋级决赛
☆今年3 0岁、跳水生

涯近20年的澳大利亚名将
梅丽莎-吴搭档14岁小将
佩特罗夫一起出战。不过
在预赛中她们排名最后一
位。

●美国组合施奈尔/卡
特琳娜-扬列第二位，落
后陈芋汐/全红婵55.80
分；德国的瓦森姐妹花组
合281.88分排名预赛第三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
6月30日23点开始，陈芋
汐/全红婵将代表中国跳
水梦之队在这一项目上冲
击11连冠

【新浪体育30日讯】
西班牙《马卡报》披露
了西甲各大球队上赛季
的经营情况，结果巴萨
再次亏损，而皇马又一
次有盈余。

《马卡报》报道，巴
萨希望能平衡球队的账

目，球队需要完成出售
未来25年10%的电视转
播权的工作，以获得2亿
欧元。

《马卡报》透露，巴
萨上赛季的亏损为1.6亿
欧元。

皇 马 方 面 ， 《 马 卡

报》透露俱乐部把该完
成的工作都完成了，俱
乐部在竞技上获得大丰
收，获得了西甲和欧冠
冠军，在经济层面，皇
马也再次出现了盈余。
皇马将出售部分的商业
开发权，但并不着急。

西甲第三强队马竞，
经营情况不如皇马，他
们需要获得4500万欧元
来平衡账目，不过俱乐
部不希望出售球队的关
键成员，只想出售一些
边缘球员或者外租的球
员。

全红婵再登场 

搭陈芋汐女双10米台冲世锦赛11连冠

全红婵/陈芋汐顺利完成女双10米台预赛任务头名晋级决赛

西甲豪门两重天：巴萨上季亏损1.6亿 皇马再次盈余

大马赛陈雨菲王祉怡完胜进八强 
韩悦逆转安洗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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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8 日，陆慷大使会见

印尼人协副主席、大印尼行动

党秘书长穆扎尼。

双方就推进两国关系、党际

交流合作等交换意见，一致认

同万隆精神在处理国际地区问

题中的现实意义。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陆慷大使会见印尼人协副主席穆扎尼

雅加达特区省长阿尼斯

为草埔唐人街牌楼主持落成开幕礼
【本报周孙毅报道】由

印尼华裔总会(INTI)与雅加
达省政府合作兴建的草埔
唐人街牌楼(Gapura  China-
town  Jakarta)终于宣告竣
工，并于6月30日下午，由
雅加达省长Anies  Baswedan
主持落成开幕典礼。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
德新和其他理事，以及当地
市民等，逾百人出席开幕
礼。

阿尼斯省长在开幕式
上致辞，讲述了兴建这座
牌楼的过程，并感谢印尼
华裔总会的全力支持与配
合，致使该工程得以顺利
完成。

此次草埔唐人街牌楼能
顺利落成，是雅加达省政

府、市政府、印尼华裔总
会、赞助者、设计施工团
队的共同合作。也是阿尼
斯省长在实现和谐共处、
共同发展雅加达环节中对
各族一视同仁的承诺。草
埔唐人街牌楼不仅仅是地

标工程，同时将美化及激
活老城区的发展，也展现
了华族长期以来对雅加达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标
志着政府以及主流社会对
唐人街文化的认可。

阿尼斯省长称，据历

史记载，唐人街已有3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雅加
达民众长期以来聚集互动
的地方。在这里，唐人
街的身份认可及文化发展
成多元化的雅加达，也把
雅加达定位为国际都市。
希望唐人街今后能够持续
发展，推动雅加达文明文
化，让游客留下深刻及美
好印象。

据悉，关于草埔唐人街
牌楼的重建计划，今年三月
中旬，阿尼斯省长在接见印
尼华裔总会新一届理事时就
已主动提出重建计划，并恳
切要求印尼华裔总会介入，
与雅加达西区市政府配合，
把具有地标性的牌楼建起
来。从接受任务到本月底建
成，在印尼华裔总会副总主
席贝锦兴先生率领的团队

日夜赶工后，终于宣告圆满
竣工。是日，印尼华裔总会
总主席黄德新，执行主席黄
印华，副总主席贝锦兴、张
锦泉、黄财利、张和然等，
多位华社领导包括：谭柏
叶、熊德龙、张锦雄、傅志
宽、连介豪、谭自强、郭桂
和、李世链、熊德龙、蓝德
良、Jusuf Hamka等出席草铺
唐人街牌楼落成开幕仪式。

阿尼斯省长致辞。
筹委会主席Anwar Budiman
作工作报告。

阿尼斯省长（左二）在谭柏叶、黄印华、黄柏、贝锦兴、Anwar Budiman等陪同下主持开幕
仪式。（Hermawan摄影）

印尼华裔总会诸理事与阿尼斯省长在牌楼前合影。

左起：张锦泉、李世镰、贝锦兴、谭柏叶、黄贤安等合影。

右二起：贝锦兴、黄德新、阿尼斯省长、谭柏叶等齐唱国歌。

与会华社领导们合影。

与会华社领导在活动现场合影。



夏点头表示明白

了，反正不管大

少奶奶要去哪儿都

行，她只要跟着大少奶奶

就行了。

“大少奶奶，那咱们现在

要去哪儿？”她问。

“随便走走吧，在京城里

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我

还不曾认真的看过这个京

城。”江夕荷举目凝望四

周的繁华景象，神情有些

恍惚飘渺的喃声道。

“咱们到京城也不过才三

个月的时间，这时间不算

长吧？”迎夏愣然说道。

江夕荷扯了扯唇，没有应

答。

其实她说的是前世。

前世，她在这个京城里住

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却始

终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的封闭生活。

即便偶尔有笕会出，那也

只能端坐在马车上，在抵

达目的地下马车时朝四周

偷瞄上一眼，真的是很可

悲。

幸好那都已是上辈子的

事，这辈子她已不再是那

个畏缩、不敢吱声、不敢

反抗的江夕荷。

现今的她能畅所欲言，能

大展鸿图，能过自己想要

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还能

拥有一个尊重自己、信任

自己又疼宠自己的好夫

君。

这回重生真是值了，真心

感谢老天能给她再次重生

的机会。

“不客气。”

耳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句应

答，让江夕荷倏然转头，

脱口道：“什么？”

面对她突如其来的询问，

迎夏一脸茫然的眨了眨

眼，然后转头往自己身后

看了一眼，再转回头来

问：“大少奶奶，怎么

了？”

“你刚才有跟我说话

吗？”江夕荷问她。虽说

刚才那声音明显不是迎夏

的声音，可是声音的确是

从这个方向发出来的，而

且近在咫尺。。

“没有啊。”迎夏摇头

道。

“那你刚才听见有人说‘

不客气’吗？”

迎夏再次摇头。

江夕荷突然就不再可了，

因为她想起来了，在今生

再次重生之初，好像也发

生过类似的情形。

她一个人躺在房里胡思乱

想自问自答时，耳边突然

就冒出一个声音回答了她

脑袋中胡思乱想的疑惑，

她那时还把它当成是神

谕。

所以，这回也是吗？她抬

头看了一眼蓝蓝的天，嘴

角微扬的笑了笑。

“走吧。”她朝迎夏招呼

一声，脚步轻快的往前

走。

今生一切都已不一样，今

生才是她真正的重生，真

正的人生。

“大少奶奶，三舅老爷来

了。”

“快请。”

“哈哈哈，不用请，不用

请，我已经进来了。”庄

守诚哈哈大笑的从门外走

进星里。

自从得知外甥与外甥媳妇

夫妻俩的院落与池家之间

筑了道围境，出入有自个

儿的小门，完全不需要经

由池家大门之后，庄守诚

三不五时便会不请自来的

上门做客，向拥有层出不

穷的生意新主意的外甥媳

妇请教那些他作梦都没想

过的生意法门。

也因此，这个宇轩院他都

熟得都跟自个儿家一样

了，根本就不需要下人们

带路。

“三舅舅，你怎么又来

了？”江夕荷起身笑着迎

向他。

“听听，这话就好像是不

欢迎我来似的，这可不是

什么好的待客之道啊，外

甥媳妇。”庄守诚啧声摇

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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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竭力不去想食物，却又想起
种种遇险历难的事来，而且所
想的，都是沙漠缺水，矿工被

埋在地底，得不到食物这一类事情，
越想越觉得饥饿。
我们一夜未曾好睡，都盘腿而坐，以

静坐来对抗饥饿。
静坐可以克服心理上任何的烦躁不
宁，但是却难以克服生理上对食物的
要求。
当里加度的声音，再度响起之际，我
们两人的饥火，已经燃烧到了惊人的
程度。
里加度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
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但这种诱惑力，却还未曾大到要我们
向里加度屈服的程度。
我们仍是一声不出，里加度“哈哈”
地笑着，道：“明天，明天，先生
们，时间会令你们的看法改变的，哈
哈！”
他一面说着，一面还传来阵阵的咀嚼
之声，有一阵烤肉的香味，和入了碉
堡之中的潮霉味中，那真是令人心醉
的香味！
里加度以这种香味折磨着我们，足足
有半个小时，他才大笑着离了开去。
但在他离开之前，他却将一根腿骨，

抛了进来，道：“啃啃它吧！”
我怒火中烧，实在忍不住，拾起了狗
骨，冲到了机枪射口之前，将那根腿
骨，用力向他抛了出去！
这时候，里加度离我，只有四五步，
那根骨头，“砰”地一声，打在他的
头上！
这一下，他受伤显然不轻，因为，他
立即大声怪叫了起来！
我立即道：“你自己去啃吧！”
里加度的回答，是一阵枪声，枪弹打
在碉堡上，溅起了火花和水泥屑，我
连忙低下头来！
里 加 度 怒 极 的 声 音 ， 传 了 过 来 ，
道：“总有一天，你们会跪在我的脚
下，要我赐给你们一根骨头！”
他悻悻然地离去了。
宋坚道：“卫兄弟，这一来，我们的
希望又少了。”
我道：“宋大哥，你怪我么？”
宋坚道：“不，应该这样！”
我苦笑了一下，这时候，我们已经饿

了两日两夜了。
这两日两夜，和接下来的两日两夜相
比较，那简直算不了甚么！
在接下来的那两天两夜中，我和宋坚
两人，除了伏在地上，吮吸合着泥质
的污水之外，几乎都一直躺着，一动
也不动。
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再以任何轻微的动
作，来消耗自己的精力了。
但就算是躺着，胃部的抽搐，针刺也
似的痛苦，也是难以忍受。
可是，胃部的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理
上要求进食的欲望比起来，又算不了
甚么，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我自己竟
会那样地贪食，而世上又有着那么多

美好的食物。
我甚至想到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瓶浆
糊，那种酸扑扑的气味，这时候在我
的想像之中，也是十分甜美的。
在第四天晚上，我和宋坚两人，已经

饿了五天五夜了。

不但用催眠帮她找回记忆，和
他交谈之后，她心情也舒坦多
了，他说既然已经了解问题的

根源，就有方法逐步克服那些令她害
怕的原因……

韩家乐觉得他真的
是个让人很放心的
好医师。
咦？不对，明明是
她被王智渊拉到医
师那边，是他要回
诊，怎么反倒变成
她是主角在接受催
眠？
这下好啦，被王智
渊知道她过去的事
情，看到她哭得一
把 眼 泪 一 把 鼻 涕
的，像个没用的弱
女 子 给 他 抱 着 秀
秀，有损她跆拳道
黑带的威风，简直逊

爆了！
王智渊将车停在他们平常道别的地
点，在夜市附近停好车，他见她下了
车竟然不进夜市，难得大食怪没有胃

口，他担心她是因为恢复儿时不愉快
的记忆心情受到影响，他不放心，就
陪她走一段。
可是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她像是
要将两人之间隔出太平洋似的，他问
道：“你为何要离我那么远？”
他见她抓着背包默不作声，头低低的
不敢看他，他好笑的道：“该不会是
在诊所被我看到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在害羞吧？”
“我、我干么要害羞……”韩家乐抬
眼瞪他，因他突然靠近而面红耳赤，
他一定也发现了，好丢脸！
“小心……”
她又被他警告声和揽住她肩膀的亲昵
举动吓到，这才发现他帮她躲开差点
擦撞到她的摩托车。
“既然你不害羞，应该不介意我走在
你旁边吧。”王智渊看着满脸通红的
她，愉悦的笑道。
韩家乐心跳快到要爆炸了，不习惯他

的笑脸还和她这么亲近，慌忙架开
他。“你不用这样，回去啦，要是奶
奶去东院发现你和我都不在就……”
“这个时间奶奶早就睡了，不会去东
院，而且我先向她报备过会晚一点回
去，你不用担心奶奶会发现。”
除了担心田奶奶那边，韩家乐更担心
王智渊对她的态度忽然改变，实在太
奇怪了。
她猛地停下脚步。“你走啦，不要再
跟过来了，我可以自己回家……”
“不行。”王智渊坚持道：“我要送
你到门口，你都被歹徒跟踪了，还
想一个人走吗？绝对不行，太危险
了！”
他的难得体贴让她心头滑过一阵暖
意，有些害羞的笑道：“什么歹徒
啊，你太夸张了……”
可是倏地她的笑容一敛，因为她望见
不远的暗处当真有人影正在窥视她。

人生如梦；岁月无情。
蓦然回首；才发现人活着是一
种心情。
穷也好、富也好。
得也好、失也好。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181)

(104)

(91)

以心中只在盘算黑天狐宇文屏来

时，不知这难惹难缠的妖妇是先

与天心七剑等人为敌，还是先向

自己与班独寻仇。到时应该怎样应付，

才算妥当？

他心中暗自盘算之间，小摩勒杜人龙与

冷面天王班独已斗到四十来招。要知这

套“万妙归元降魔杖”法乃独臂穷神

柳悟非师兄雁荡神乞所创，共是九九八

十—招、雁荡神乞昔日与不老神仙冷云

仙子夫妇，三度联手扫荡群魔，把多少

成名老怪都毁在了这套杖法汇精集粹的

后十七招之下。

但雁荡神乞临终之前，以箸代杖，传授

师弟独臂穷神柳悟非这套杖法，却只传

到第五十六招，便即委化、柳悟非自出

心裁，加了八招，变九九为八八，传了

杜人龙六十四手，直到冷云谷护法之

时，冷云仙子才就当年与雁荡神乞联手

荡魔的记忆所及，把后十七招绘成图

解相赠。所以杜人龙施展到将近五十招

上，便已知道自己能否不辱师命诛此元

凶．就看那后十七招的威力究竟怎样？

遂故意右手持剑，左手再加上新近练成

的“擒龙手”法。

冷面天王班独见杜人龙右剑左掌，双手

齐攻，以为对方技已将尽。自己则虽感

压力增重，但对左手的擒龙手法，却掌

掌硬拼。

毕竟双方功力参差，杜人龙每与老怪硬

对一掌，均被震得心神微悸，但因前大

半套剑法已近尾声，后十七招的杀手即

发，遂索性装作心怯对方，左手停止进

袭。冷面天王班独哈哈一笑，凶威突

发，一招“推岳移山”，宛如海啸山崩

地劲气征飚，照准杜人龙当胸猛压。

杜人龙施展维摩步法中的“慈航渡厄”

，身形一飘八尺，闪过掌风，也正好开

始施展自己师门失传绝学的后十七招，

一声“报应临头，老怪纳命！”

天心剑精光暴涨，突然化成一座剑山似

的，根本令人看不清招术手法及所攻部

位，便自照准冷面天王电旋而至－班独

见杜人龙这一变招，威力之大，简直生

平罕见，不由大惊。方待先避来势，再

图破解。

杜人龙剑发如风，回环进手，已自把这

崂山四恶之中仅存的一恶，圈入了如山

剑影之内。

旁观的青衣怪叟邝华峰，见状也自愁皱

双眉。他倒不是系念班独安危，因为看

出这天心七剑之中竟无一人好对付，

己方仅有两人，班独再如伤在杜人龙剑

下，自己岂非孤掌难鸣，更处危境？

在这种利害相权之下，青衣怪曳邝华峰

竟不顾数十年威名盛望，长啸一声，欲

待加以援手、就在他身形将起未起之

间，空中“嘶嘶”两响，乌光电闪自左

斜上方疾射而下。

异声入耳，青衣怪叟便知不是寻常暗

器．一提内家真气。双掌微翻，震落两

段黑平乎之物。但一眼瞥见是两条铁

铸蜈蚣，不由大吃一惊，顾不得援助班

独，双掌交护当胸，抬头向蜈蚣来路看

去。果见左斜上方七八尺高的一块崖石

之上，那位天下第一凶人，性情莫测的

黑天狐宇文屏，正在手拄蛤蟆铁杖，腰

缠碧绿长蛇，脸带冷漠不屑之色傲然

卓立。在地左肩之上，还飞起一只大如

苍鹰的纯白鹦鹉，以极其清圆的人言叫

道：“姑姑要想害人，我不跟你了！”

黑天狐宇文屏目注鹦鹉，似有惋惜不舍

之色，但瞬即低头手指青衣怪叟邝华峰

叱道：“邝华峰，你枉有武林十三奇之

名，怎地这不要脸？班独老贼与年轻后

辈交手，居然还想助阵！别人能容，宇

文屏先就不容。你还是老实点好，不然

我如今万毒蛇浆所存甚多，就让你尝尝

滋味!”

他发话之时，手握绿色蛇尾。邝华峰真

被她这凶威慑住，只好眼看着冷面天王

班独，在小摩勒杜人龙剑光如海之中，

招架为难，危机益迫。

天心七剑以及魏无双，奚沅等人，均认

识自黑天狐宇文屏眉头上飞起来的那只

会说人言的纯白鹦鹉，正是冷云仙子所

豢养灵禽雪玉，不知雪玉怎会与黑天狐

一同来此。

哪知白鹦鹉雪玉就在黑天狐肩头停留片

刻，业已建立了一件奇功，为江湖之中

留下了莫大功德。

原来黑天狐宇文屏自与卫天衢一斗，互

相受伤以后，因她如今功力极高，略为

运气自疗，将息数日，也就痊愈。

昔日情人变成死敌，心中不由越想越

恨，真恨不能把天下所有武林中人，不

论正邪各派一齐杀得干干净净！

因二次黄山论剑大会就在眼前，暗忖自

己如今武功，不论是斗天心七剑或是邝

华峰、左冲、班独等人，若一对一，

稳操必胜之券，一对两个，也可略占上

风。

但人数再若稍多，却未免有点捉襟见

肘。 (283)

所

迎

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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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知到知道 文/楼恩德

如何获取伊历朝觐月份前十日的善报

至尊的真主在黎明章
中说：“以十夜起誓！”
（黎明章：1-2）伊本•
阿巴斯将这段经文中的“
十夜”注解为“伊•12月
的前十夜。”

真主以“十夜”而起
誓，其目的是强调这“
十夜”的尊贵和地位。
对此，先知穆圣也说“
没有什么善功可以比这
些日子做的善功更受真
主喜悦。”——这些日
子即指的是伊历十二月
的前十天。

“圣门弟子问：真主
的使者啊，难道为主道
出征也比不上吗？”

穆圣说：“即便是为

主道出征也比不上，除
非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为主道出征，然后不带
回丝毫战利品之人。”
（出自艾布•达乌德和
伊本•马哲圣训集）

在伊斯兰看来，只有
虔诚为主，且遵循穆圣先
知的指导而作的工作方可
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善功。

真主喜悦善功，喜悦
从善之人，并鼓励人们
从善如流，而伊•十二
月前十天正是真主所鼓
励人们从事更多善行的
日子。因此我们应当在
这样的，充满吉庆的日
子•多做善功。而最重
要的善功有如下几种：

第一：履行朝觐的功
修，无论正朝还是副朝。

朝觐的功修是伊历十
二前十十天最好的功修。
这是因为先知穆圣说：“
真主赦免两个副朝之间的
罪过，而被真主所悦纳的
正朝，只有乐园才是它的

报酬。”（由布哈•和穆
斯林共同传述）

第 二 ： 远 离 违 抗 真
主之事，看守好自身行
为。这十天中，立站阿
拉法特日最为尊贵。据
法兑勒•本•阿巴斯传
述穆圣先知说：“谁在
阿 拉 法 特 日 ， 看 守 好
自己的舌头、耳朵、眼
睛，那么真主恕饶他到
下一个阿拉法特日之间
所犯下的过错。”（由
拜依哈格传述）

据 伊 本 • 阿 巴 斯 传
述说：在阿拉法特日，
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真
主的使者身旁，当这个
年轻人看到女性时便紧
盯著她们看，真主的使
者于是动手从后面把他
的头扭转过来好几次，
但是这个年轻人还要盯
著女子看。于是真主的
使 者 说 ： “ 孩 子 啊 ，
阿拉法特这一天，谁要
是 看 守 好 自 己 的 耳 朵

和眼睛，看守好自己的
舌 头 ， 那 真 主 便 恕 饶
他。”（由伊玛目艾哈
迈德等人传述）

穆圣先知的意思是：
不要伤害他人。有段圣
训说：当穆圣说：“每
个穆斯林都应当施舍”
时，有人便问：如何没
有什么可施舍呢？

穆圣回答说：“那就
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
这对自身来说，也是有
益的施舍。”

有人又问：那如果没
有工作的能力呢？

穆圣回答说：“那就
帮人宽心解忧。”

又问：那要是这也做
不到呢？

穆圣答道：那就劝人
行善，

又问：那连这也做不
到呢？

穆圣答道：那就克制
自身，不要伤害他人。
这 样 也 是 对 他 人 的 施

•。（由穆斯林、奈萨
仪等人传述）

第 三 ： 坚 持 履 行 伊
斯兰的主命功修，多干
副功，多出散施•，多
做好事。这•所谓的好
事，包括克制怒气，宽
恕伤害我们的人。

第 四 ： 多 多 纪 念 真
主。据欧麦尔传述说，穆
圣先知说：“没有什麽日
子内的善功，比起伊历十
月前十天的善功更为真主
所喜悦。所以，你们要多
赞念真主尊名，多诵念真
主至大，多感谢真主！”
（艾哈迈德传述）

在 伊 • 十 二 月 的 前
十天，有一次伊本•欧
麦尔和艾布•胡莱勒同
到市场去，他俩高声赞
念“真主至大”，并让
人们也同他们一道高声
赞念“真主至大”。穆
罕默德•本•阿里在副
功拜后，也高声赞念“
真主至大”。（由提尔

密济等人传述）
第五：在这十天中封

斋，特别是封持阿拉法
特日的斋。据艾布•高
太达传述说，真主的使
者说：谁封持了阿拉法
特日的斋戒，我祈求真
主恕饶他此前一年和此
后一年间所犯的过错。
（由穆斯林等传述）

第 六 ： 接 续 至 亲 骨
肉。据伊本•阿巴斯传
述 说 ， 在 宰 牲 日 ， 真
主的使者在说：“在这
一天，阿丹子孙的工作
中，除了接续此前断绝
关系的至亲骨肉外，没
有什麽工作比宰牲更优
越的了。（由塔巴拉威
等传述）

第七：手头宽裕者的
宰牲献祭。据艾布•胡莱
勒传述说，真主的使者
说：“谁手头宽裕，而没
有宰牲献祭者，那让他不
要靠近我们的礼拜场所。”
（由艾哈迈迪等传述）

译/侯赛因

优秀的女人要扮演这五个角色 文/星云大师

如何做一个女人？在《
玉耶女经》中提到要做五
种的女人：

1、母妇
一个妻子对待丈夫要像

慈母照顾子女一样，给他温
暖慰藉，慈爱鼓励，使丈夫
在外面遭遇困难委屈，回到
家里有倾诉的对象；丈夫在
外面受到迫害打击，有疗养
创伤的场所。母亲对孩子的
爱是无微不至，是无私不求
酬报的，妻子对丈夫也要有
这种只求成就对方，不求回
报的胸怀。

2、臣妇

妻子对待丈夫要像臣子
侍奉君王一样，竭尽所能
辅佐他，贡献智慧协助他，
使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丈
夫有偏失，要像忠臣为国一
样，直言劝谏他，不能让丈
夫蔽于谄媚奉承。

3、妹妇
为人妻子要尊敬丈夫如

兄长，彼此友爱，互相提
携，情同手足，亲如一体。

4、婢妇
有时太太们会对先生抱

怨说，我就像你家的下女，
做不完的家务事，领的是天
下最廉价的工资。太太们不

要埋怨，这是自己份内应做
的事，直下承当，就以家里
的婢女、管家的身份来服侍
丈夫，让他得到全天下最好
的服务。

5、夫妇
夫妻本是同命之鸟，关

系最为亲蜜，彼此要互相
帮助、鼓励，同甘共苦，
永不异心。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
伟大的女性、伟大的妻
子、伟大的母亲，例如
孟子的母亲关心子女的教
育前程，三次迁徙居所；
岳飞的母亲教子移孝作

忠，刺背砥砺；黔娄的妻
子主张“斜之有余，不若
正而不足”，坚持丈夫的
矢志，名留千古；乐羊子
的妻子断机劝夫，努力向
学。这些都是女人中的模
范，给世间平添了许多的
光彩，在我们当今的社会
里也很容易看到伟大的女
性光辉。

有一次高速公路发生连
环大车祸，几十部车子相
撞成一堆，死伤枕藉。有
一辆轿车被压在大货车的
下面，车子被撞得稀烂，
车上的全家无一幸免，救

有一天我去法鼓山工地

踏勘地形，一路上都有带刺

的藤、树，稍微一碰就会被

刺。人们总是埋怨说被刺刺

到了，这不公平，应该反过

来说“我碰了刺，把刺碰伤

了”。刺长在哪里并没有要

刺人，是因为人不小心，才

会被碰到。世界上的事，往

往不是外在环境造成问题，

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自己。虽

然也有人因为想占点便宜，

所以玩花样、动手脚，让我

们受损失，这时应该“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

不必因此埋怨、恐惧，

因为不能避免时，害怕

也没用。怨天尤人只会让

自己更痛苦，别人也会反

击。你伤害别人，别人更

加伤害你。受到伤害，心

里如何不痛苦，如何解除

伤害程度，这就要靠忍的

智慧来化解烦恼。

怨天尤人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文/圣严法师

护人员费力地扒开毁坏的
车子，突然看到受到重伤
奄奄一息的母亲，襁褓中
怀抱着一个天真可爱，丝
毫没有受伤的小婴孩，看
到救护人员，她把怀中的
孩子移动一下，鼓起细若
游丝的气息说：“拜托你
们了！”就安然断气了。

原来这位母亲为了救她
的孩子，自己以身体来挡
护，并且一直等待忍耐，
支持到孩子安全才咽下最
后一口气。世上至真至诚
的爱莫过于母亲对子女的
爱护了，佛经上说：佛陀

视一切众生如唯一的佛子
罗•罗，佛陀爱一切的众
生如病重的孩子。如果世
间上的人人都能发挥母亲
爱子女，佛陀爱众生的至
爱，这人间那里还有暴戾
不幸的事呢？

今天让我们一同研习
雅各这人物。神向雅各显
现，他竟不知道《创廿八
10-22》。直至雅各病危
时，约瑟领着儿子见雅
各，让儿子得着祝福，雅
各对约瑟说他知道《四八
17-19》。就让我们藉雅
各的生平，来探讨我们对
神认识如何。

雅各利用母亲的方法骗
取长子的名分，令得家庭不
和，他只好离开别是巴，往
哈兰去。路途上耶和华向他
显现。神就是这样主动地寻
找每个人，并非因着我们的
才干、能力、品格，而得着
拣选。雅各说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神与•同在，否则，
他根本用不着离家。旅途上
他定然感到寂寞凄凉，然而
神向他显现，并与他同在。

他也不知神保佑他。
我们可有感到神与我们同
在，得蒙神时刻保佑呢？
驾车时，总会遇上横冲直
撞的司机或行人，若然并
未因而发生交通意外，
我们又会作甚么解说？其
实，这本乎神的恩典、保
守，我们当感谢赞美•。
小时的我性格反叛，常听
长者说谢谢耶稣，我不以
为然，觉得他们不应随便
乱说。究其实，长者真心
诚意地说，心里喜乐。神
所悦纳的是从心灵及行为
发出的感恩赞美，我们乐

意感恩时，神便与我们同
在，又保守我们。

此外，雅各亦不知神
正引导他。路途上的雅各
不能预测未来，不知他会
前往拉班的家，也不知被
拉班所骗。神却引导他的
脚踪。雅各以为拼命抓住
所拥有的，可惜他抓错了
目标，误将暂时的当为永
恒，以致他的生命变得不
知道，直至他步入晚年，
经历了短少、凄凉、艰苦
的岁月后，他对儿子说他
知道，他能预知十二个儿
子未来的日子。有一次，
我的朋友正赶时间，慌忙
地冲入一列刚开门的地铁
列车，便抓住「扶手杆」
，岂料身旁的人向他微
笑，四围的人也在暗笑，
他觉得莫名其妙；列车驶
进第二个车站，他手稍为
垂下，身旁的人就拿着他
的杆下车了，当他再想
抓着「扶手杆」，却拿了
个空。幸好当时列车并无
突然煞车，不然，他只依
靠着动摇之物，后果不堪
设想。在人生历程中，我
们可会只顾抓着暂时的东
西呢？神藉各样的经历让
雅各学习从不知到知道的
功课。另外，雅各不知道
神是信实的，神总不离弃
他，直到成全向他所应许
的。神所应许的，都是真
实的，没有一句落空。我
们只管凭信心去抓住，我
们总会得着。

最后，雅各也不知神
要祝福他，他只管自己拼
命去抓，但是神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雅各这样一个
不知的人，他如何回应神

梦中向他的显现？他向神
许愿，说：「神若与我同
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
我，又给我食物吃，衣
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
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
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
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
殿；凡您所赐给我的，我
必将十分之一献给您。」
《廿八20-22》他开列了
一切条件，如给他食物、
衣服、平安等，若然如
此，他便视•为神，为他
上香进贡。有不少基督徒
也是如此，他们所信跟拜
偶像的人一样，他们落
在不知道的光景里。虽然
如此，神却没有撇下雅
各，只要他还渴望抓住神
的应许，得着神的福气，
神依然赐恩给他。神就藉
着他所处的环境去体验
神，有时令他胆战心惊，
有时他要跪地求饶，至晚
年，他对约瑟说：「全
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
向我显现，赐福与我，对
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
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
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
业。』」《四八３－４》
他回忆自己离家后，神向
他说话，那时，他晓得那
是一位全能的神，•一生
牧养他，从神得着供应，
从前所抓住的反叫他失落
伤痛。再者，其时，他祝
福约瑟儿子及预告他儿子
将来的境况《四九》，叫
他成了最早讲预言的人，
可知他心境变得清明，跟
从前不知道的人生截然不
同。从前只知物质重要。
如今他与神关系密切，知

道物质不再是福气，那只
是短暂、易于失去的。

从前，他积极努力地
去抓，神藉他所处的环境
去陶造他，令他从不知到
知道。其间，他在舅父家
二十年，当他离开时，拉
班追赶他，神保守雅各，
叫他得平安。当他到了玛
哈念，他哥哥带着大队人
马到来！从前以扫曾誓
言要杀了他，令他胆战心
惊，虽然他已想尽方法，
若神不再保守他，又岂能
平息以扫之怨恨？此际，
他懂得抓着神的应许《三
二9》，他渐见成长，心
态亦见回转。当兄弟相
聚时，彼此冰释前嫌。
后来他到了毗努伊勒，
他面对面见神，叫他属灵
生命遇上大挣扎。他跟使
者摔跤，大腿窝被扭了，
腿就瘸了。此刻，他只
能抓住神给他的祝福，放
下自己所拥有的及从前以
为对的。所以神吩咐他改
名为以色列。在灵命成
长里，神要求我们单独
与•面见，那不是易事，
那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过
了约但河，到了示剑，雅
各又遇上意外，女儿被人
玷辱了，儿子用计将那地
的人杀光。儿子闯了祸，
雅各也只好承担责任，雅
各惟有单单依靠神，神就
对他说：「起来！上伯特
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
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
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
你显现的那位。」 《三
五１》神让他回想•就是
那位曾向他显现的神，昔
日，他曾向神许愿，神三

番四次地令他衣食无缺，
赐下平安，又指引他，
与他同在。故他要求家人
除掉外邦神，只有耶和华
才是独一的真神。在从不
知到知道的旅程中，心
中隐藏了偶像，或是所喜
好的、或是所惧伯的，以
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愁苦
便给加添了，这时就当向
神祈祷。后来神吩咐他不
再叫雅各，要改名以色列
《10》。「雅各」一名
意为抓住，此时，他要放
下。神就是这样藉着一些
我们不想面对的环境、人
来对付我们， 让我们成
长，从不知到知道。

教育心理学不独看人
所作的，还要理解行为
背后的理由，就如小孩
为怕妈妈惩罚而不敢偷糖
果吃，有些小孩则为着别
人鼓励而不犯错。有个孩
子在地上寻获一元，他便
把钱交给老师，老师赞他
诚实，还说若一星期内没
有人认领，失物就转赠给
他。孩子一连数天都把钱
交给老师，以博取称赞。
故此有人为博赞赏，作了
好行为，亦有人为怕罚，
而不作坏事。当我们赶
时间时，可会超速驾驶？
或许我们因怕惩罚而不
敢作，或许我们因要奉
公守法而不为。我们因着
甚么因素来做事呢？因着
怕被罚，或是渴望博取赞
赏，或只按规矩办事，
或是按着神所赐正直良心
而行呢？《圣经》记载撒
玛利亚城被亚兰军队围困
后，城里饥荒，耶和华神
亲自动工，敌军一夜间走

光了。城里四个长大麻疯
的人走到营边，见军队逃
跑了，他们便大吃大喝，
后来他们说：「我们所做
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
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
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
信去！」《王下七９》恩
典已临到我们，我们就当
为主传扬。我们为何传福
音呢？若我们不被神慈爱
所感动而传福音， 我们
当大加反省。若只因怕神
惩罚，那只属初阶，仍未
认识主。当信主年日渐
长，若我们为了得人称赞
而作事奉，我们只在不知
到知道之间而已。

昔日雅各为着得着利
益而敬拜神，神让他经
历被追赶、被威迫、家庭
不和、拉结离世、儿子被
害，叫他逐渐认识神，人
生便改观了。最后，他苦
尽甘来，得享受几年弄孙
之乐。直至约瑟带领两个
儿子接受祝福时，雅各清
楚知道以法莲将在玛拿西
之上，神还将未来发生的
事情告诉他。惟有当他愿
意放下一切，他才可得以
进到这属灵的光景。这刻
我们可会害怕失败，害怕
疾病，神就对付我们内里
的罪，叫我们得着磨练。
昔日神在雅各身上的作
为，我们也会重蹈覆辙，
求主教导我们早早醒觉、
早早悔改、早早认罪、早
早蒙恩，切勿顽梗叛逆，
否则被神撇弃，或是再多
吃苦头。让我们趁早竭力
认识神，学习信靠顺服。
（来源：作者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