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艾 尔 朗
卡．哈尔丹托(Air l angga 
Hartarto)说，到目前为止，
政府已为在2022 财年处理
冠状病毒（COVID-19）和
国家经济复苏（PC-PEN）
预算中的社区保护集群达 
58.9 兆盾。

这是艾尔朗卡．哈尔
丹托向佐科威总统提交的
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是
周一（4/7）在雅加达独
立宫举行的评估社区活
动限制措施（PPKM）的
局部内阁会议会议时提
交的。

艾尔朗卡在局部内阁
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对于公共保护落实
达 58.9 兆盾或占上限的 
38%”。

社区保护集群包括家庭
希望计划 (PKH)、食用油
直接现金援助 (BLT)、乡
村的直接现金援助、街头
小贩、摊位和渔民的现金
援助，以及就业前卡。

特别是对于就业前卡，
艾尔朗卡称，该计划的落
实达 5.6 兆盾，其中包括 

157 万受益人。
他说：“医疗保健的落

实达 28 兆盾或 24%”。
艾尔朗卡称，医疗保健

集群包括患者索赔、劳动
力激励、健康税激励和处
理冠状病毒的乡村基金。
同时，对于加强经济复苏
集群，预算实现率已达到
17%。该集群包括劳动密
集型计划、旅游业、食品
安全、工业区以及对中小
微型企业的支持。

我国已设定为2022 财
年PC-PEN的预算总额为 
455.62 兆盾。

具体而言， 2 0 2 2年
PC-PEN的配额包括178.32 
兆 盾 用 于 经 济 复 苏 集
群，154.76 兆盾用于社
区保护，122.54 兆盾用于
医疗保健。(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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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0℃

泗水 雨天 25-33℃

棉兰 晴天 24-31℃

登巴刹 晴天 24-32℃

坤甸 雨天 24-31℃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7月4日）

累计确诊 :6,095,351 例
疑似患者 ：   3,215 例
新增病例 :    1,434 例
累计死亡 :  156,758 例
累计治愈 :5,922,11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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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评估紧急社
区活动限制（ P P KM）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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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 日单日新增病例 
1,614 例，预计新冠病例
高峰将在 7 月的第二或第
三周出现，”总统周一（4
日）在主持局部内阁会议

上说道。
总统要求政府相关部门

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继
续坚定遵守实施防疫卫生
规程。 并要求加速第三
剂新冠疫苗（Boo s t e r）
接种。

总统指示人潮流动性
高的地区加强疫苗接种。 
总统下令印尼国家警察、

国军、印尼国家抗灾机构
(BNPB)和卫生部加强协调
沟通严格履行防疫任务，
这很重要，因为政府不希
望新冠疫情失控扰乱国家
经济复苏。

国内单日新增新冠病例
均超2000例

随着奥密克戎BA.4和
BA. 5变异株的出现并迅
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国内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步剧
增，每日新增病例均超过
2000例。

为了防止国内新增新
冠病例可能再次出现反
弹，政府还实施了系列新
规定，其中规定出外旅行
民众必须接种第三加强剂
疫苗。

此前，卫生部长布迪
古纳迪·沙迪京（B u d i 
Gunadi Sadikin）预测，
随着国内奥密克戎BA. 4
和BA. 5变异株病例逐渐
上升，国内新冠病例高峰
可能会出现在7月第二周
或第三周。

 “印尼因在今年的开
斋节后才发现奥密克戎变
异株BA.4和BA.5，若根
据澳大利亚、南非、葡萄
牙和其他国家奥密克戎变
异株BA.4和BA.5从发现
到高峰一般是28天至34天
之间的推论，印尼可能在
本月第二周或第三周出现
高峰。”布迪古纳迪这样
表示。

虽然如此，目前国内住
院和死亡人数仍低，但是
奥密克戎变异株BA. 4和
BA.5传播速度非常快，我
们不可掉以轻心，但民众
对近日新增新冠病例的飙
升不必过度恐慌。布迪古

纳迪说道。

加强疫苗将成为旅行和
社区活动必备条件

援 引 总 统 秘 书 处
Y o u T u b e 视频网站，经
济统筹部长兼处理新冠
肺炎疫情及国家经济复
苏委员会 ( P C - P E N ) 主
席艾尔朗卡．哈尔丹托
(Ai r l a ngga Ha r t a r t o)周
一（4日）宣布，“根据
佐科威总统主持的局部内
阁会议决定，第三加强剂
疫苗接种将成为民众旅行
和其他各种社区活动的必
备条件。”

这位从业党（Golkar）

总主席艾尔朗卡．哈尔丹
托阐述，“根据佐科威总
统的指示，为提高第一、
二、三剂疫苗接种的覆盖
率，政府将在机场准备疫
苗接种服务站，为民众提
供新冠疫苗接种。考虑到
爪哇和巴厘岛以外的一些
地区的第二剂疫苗接种覆
盖率仍低于 50%，包括
马露姑、巴布亚和西巴
布亚地区。而第三加强
剂疫苗接种覆盖率仍低于 
20%。”

政府已决定把爪哇-巴厘
岛以外紧急社区活动限制
（PPKM）从 2022 年 7月5
日延长至 8月1日。(v)

佐科威总统主持局部内阁会议

预测下周或将再次发生新冠病例新增高峰

佐科威总统周一（7月4日）在雅京总统府主持局部内阁会议讨论逐渐升温的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佐科威总统周一（7月4日）在雅

京总统府主持局部内阁会议讨论近来国内单日新增确诊新冠病

例逐渐剧增的形势。总统预测，冠状病毒（Covid-19）新增病

例高峰或将出现在下周。

第三加强剂疫苗接

种将成为民众旅行

和其他各种社区活

动的必备条件

佐科威总统周一（7月4日)，早上在雅京总统府主持
局部内阁会议后，下午17:40 左右和夫人伊莉雅娜
及随同人员乘坐印度尼西亚第一号总统专机从万丹省
丹格朗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启程前往中爪哇进行工作
访问。抵达中爪哇三宝垄市艾哈迈德亚尼（Ahmad 
Yan i）印尼国军空军基地后，佐科威总统和伊丽雅
娜夫人将直接前往下榻酒店住宿，隔天才开始进行系
列工作视察活动。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周一（7月 4日），雅京特区交通局工作人员在雅加达印度
尼西亚酒店圆环路区实施交通调节交通流量期间试验。雅
京特区交通局与雅京首都警察 交通队于7月4日至 10 日 
16:00-21:00 WIB 在该地区进行了交通管制试验，以消
除该地区交通拥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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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
7月4日，过去24小时，印
尼国内单日新增病例1434
例。截至7月4日，全国累
计病例为6,095,351例。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
亡病例9例，累计死亡病
人数156,758例；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1868例，全国
累计治愈患者达5,922,117
例。截至7月4日，现有治
疗中活跃病例为16 , 4 7 6
例。病毒检测样本70,228
人，单日病毒检测阳性率
为2.04%，全国疑似患者
为3215人。

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
沙迪京（B u d i  G u n a d i 
S a d i k i n）强调，虽然近
日国内单日新冠病例有所
剧增，政府仍允许民众在

户外不需佩戴口罩政策没
有改变，民众仍然被允许
在开放室外地方不需佩戴
口罩。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
新增病例737例，其次西
爪哇省新增255例，接着
万丹省新增179例，东爪
哇省新增92例，巴厘岛新
增病例65例，中爪哇省新
增47例，日惹特区新增10
例，苏北省新增8例，苏
南省新增7例，楠榜新增6
例，东努省（NTT）新增5
例，南苏省新增5例, 廖内
省新增4例，中加省新增3
例，巴布亚新增3例，苏西
省新增2例，西巴布亚新增
2例，廖内群岛新增1例，
西努省（NTB）新增1例，
西加省新增1例，东加省新
增1例。(v)

新增病例1434例 活跃病例16476例

印尼累计新冠肺炎病例6095351例
政府实现 PC-PEN 用于公共保护达58.9 兆盾

【印尼C N N新闻网】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哈尔丹托（A i r l a n g g a 
Ha r t a r t o）于7月4日通过
线上宣布，政府正式延长
爪哇和巴厘岛以外地区疫
情限制社区活动（PPKM）
从7月5日开始至8月1日结
束，PPKM此前从于6月7日
至7月4日实施。

这次爪哇和巴厘岛以外
地区PPKM实施中，385县
市处于PPKM第一级和西巴
布亚梭龙县处于PPKM第
二级。全国34个省份处于
PPKM第一级，除非西巴布
亚省Teluk Bintuni县处于
PPKM第二级。随着印尼新
冠肺炎总体已经得到有效
控制，政府开始放宽防疫
政策措施，包括是在户外
不必要戴口罩。

目前政府开始持续调
整非卫生部门的服务，这
是根据印尼新冠肺炎的
情况。根据PPKM在6月7
日至7月4日实施中，政
府开始对几个业务放宽
100%政策措施，其中处

于PPKM第一级的县市可
以在公司工作（WFO）为
100%，所有宗教场所可
以容纳100%，处于PPKM
第二级的县市必须在家工
作（WFH）25%，在公司
工作75%。(yus)

爪哇-巴厘岛以外PPKM延长至2022年8月1日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温，政府已决定把爪哇-巴
厘岛以外地区疫情限制社区活动从 2022 年 7月5日延长
至 8月1日。



【印尼C N N新闻网】
斗争民主党干部马辛顿
（Masinton Pasaribu）于
7月4日在国会大厦向记者
阐述，佐科威总统将与斗
争民主党（PDIP）中央理
事会总主席美佳娃蒂•苏
加诺普特里（Meg aw a t i 
Soekarnoput r i）谈论代替
发挥公务员效能与官僚改
革部(MenPAN RB)行政
改革部前任部长已故扎赫
约·库莫罗（Tjahjo Ku-
molo）的内阁部长人选。

“任命内阁部长是总统
特权，但是佐科威肯定会
征求美佳娃蒂意见替补扎
赫约职位的人选。”马辛
顿这样说道。

马辛顿评价，有很多斗
争民主党干部可以替补扎
赫约职位，斗争民主党内
部迄今未谈论此事。目前

所有斗争民主党干部对扎
赫约的逝世仍处于哀悼的
气氛。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
（Mahfud MD）于昨日表
示，佐科威总统已准备替
补扎赫约职位的人选。哀
悼气氛过后，佐科威总统
将宣布新任MenPAN RB部
长职位的人选。 

此外，根据斗争民主
党中央理事会主席查罗特
（Djarot Saiful Hiday-
at ）说几名斗争民主党内
部被视为符合替补扎赫约
职位，其中斗争民主党秘
书长哈斯多（Hasto Kris-
tiyanto）、人民协商副议
长Ahmad Basarah、斗争
民主党总司库Olly Don-
dokambey和中爪哇省长甘
加尔·普拉诺沃（Ganja r 
P r anowo）都是具有条件
接替扎赫约部长职位的条
件。虽然如此，新任Men-
PAN RB部长职位虽然是佐
科威总统特权，但是在某
种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佳
娃蒂手上。

众所周知，扎赫约此
前在雅京中部门腾区Abdi 
Wa l u y o医院为期两周的
时间接受治疗，于7月1日
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64
岁。扎赫约遗体安葬于雅
加达卡里巴塔（Kalibata）
烈士陵园 (TMP)。（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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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现在被称为自愿披露计划(PPS)的税务特赦政策
(tax amnesty-TA)已经结束，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额
外税收资金。虽然没有5年前第一轮税务特赦的规模
大，但政府已经获得了更广泛的纳税人数据库，并
努力加强未来的国家收入结构。

然而，政府也被提醒要保持一致，不再有类似的
税务赦免计划。观察人士认为，第二轮税务特赦计
划是政府执法不一致的表现，而且对忠诚和遵从税
法的纳税人不公平。

在6月30日结束的自愿披露计划(PPS)中，报告
的资产记录金额达到594.82兆盾。该数额来自24
万7918名纳税人，已颁发的证书数量多达30万8059
份。7月1日周五，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在
雅加达税务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披露的
资产中支付的债务已累积达到61.10兆盾。”

据丝莉说，在已披露的总资产中，大部分是国内
申报和遣返的资金，达到512.57兆盾。与此同时，
在海外申报的资产只有59.91兆盾，投资的资产仅
为22.34兆盾。

更详细地说，在512.57兆盾国内申报和遣返的总
资产中，大部分即498.88兆盾是国内申报的，而遣
返的资产只有13.70兆盾。据解释，第一轮和第二
轮税务特赦参与者缴纳的所得税几乎一样多，分别
为32.91兆盾和28.01兆盾。

第二轮税务特赦或自愿披露计划从2022年初开
始，直到2022年6月30日。这个自愿披露计划提供
两项政策：第一项政策适用于参与第一轮税务特赦
的个人或企业纳税人，但仍有资产没有被申报或被
少报；第二项政策仅针对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
12月31日期间获得资产的个人纳税人。第二项政策
适用12%-18%的税率。

该自愿披露计划报告的资产净值低于第一轮税
务特赦。第一轮税务特赦在其实施期结束前，有
95万6793名纳税人参与。而披露的资产价值达到
4854.63兆盾。

现在政府不再进行税收减免的一致性受到测试。
政府承诺不再出台务减免政策。七年前，也就是
2016年7月1日，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表
示，政府将提供唯一的税务特赦机会。

这个计划被称为税务特赦，后来引起了许多纳
税人的注意。佐科威在当时说：“这种机会不会再
来。因此，税务特赦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机会。这
是最后一个。想参加的纳税人请便，不想参加的人
则要小心。”而事实却是5年后或2021年政府表示
将举行自愿披露计划。

财政部长丝莉也表示，将不再实施自愿披露
计划。据悉，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并
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有关个人资产的信息自动交换
（AEOI），因此有信心不再实施税务减免政策。这
样一来，不纳税的“隐藏”宝藏的数量就会越来越
少。

我们当然感谢自愿披露其资产，并根据政府的规
定缴税的纳税人。应该感谢他们帮助目前正经历财
政困难的政府为其日常预算和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不要让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更不要陷入“蝙蝠
侠陷阱”，继续被税务人员穷追，因为政府已经知
道其财富存在哪里。

因此，我们鼓励政府采取更加谨慎的行动，包括
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计划，并堵塞所有依然令人担
忧的预算漏洞。

我们也不厌其烦地提醒政府，纳税人是否遵守纳
税规则与信任有关。纳税人的信任度很低，因为政
府显然无法堵塞预算泄漏、防止政府人员腐败或浪
费国家资金。

第二轮税务特赦已结束
政府必须公平且始终如一

PT.DI 和 Calidus LLC
之间的合作协议在 PTDI
董事总经理 Gita Amperi-
awan 和 Calidus 首席执行
官 Faris Al Mazrouei 签署
谅解备忘录 (MoU) 。

此 次 合 作 协 议 包 括
印尼P T . D I公司生产的
CN235和N219飞机的联合
营销，以及N219飞机升
级版和无人机MALE Elang 
Hitam的联合开发，以及
每个联合产品开发中的
工程、设计和飞行测试
的合作。

PTDI 董事总经理 Gita 
Amperiawan 表示：“预
计这份谅解备忘录将鼓

励两家公司的业务改进
和发展，包括加快 PTDI 
产品在中东和东南亚的
营销战略。”

在 同 次 会 议 上 ， P T 
Pindad董事总经理Abra-
ham Mose和Calidus LLC
董事长Faris Al Mazrouei
还签署了联合开发8×8
战车产品的谅解备忘录，
合作范围包括联合开发生
产、工程设计、技术援助
和零部件供应，这使 PT 
Pindad 能够扩大其技术能
力，特别是在用于沙漠和
防弹的8×8战车的产品开
发方面。

此外，PT PAL与阿

联酋海军之间还签署了
一份谅解备忘录，该谅
解备忘录包含在印度尼
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IUAE-CEPA) 中的登陆
平台码头（LPD）的PT 
PAL Indonesia与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海军之间采
购合同。

国 防 部 长 帕 拉 波 沃
说：“国防领域的工业
合作对两国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未来国防工业
的发展。”

此 次 两 国 国 防 工 业
合作符合佐科威总统的
指示，旨在印尼应该建

设国内国防工业，以便
进入新的竞争时代，并
能够满足国防装备的需
求。维护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的主权。

“ 我 们 必 须 采 取 迅
速行动，敏捷并敏锐地
看到机会，积极响应机
会，以便我们能够成为
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这在优先满足国内需求
的同时非常重要，”佐
科威总统今年4月在东爪
哇泗水启动印尼国防工
业国有（ BUMN）控股公
司名为《印度尼西亚国
防工业》或(Defend ID)
时这样说道。（v）

帕拉波沃见证三家

印尼国防工业在阿联酋签署合作协议

6月30日，印尼国防部长帕拉波沃.苏比安多(右四) 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期间与该国防长 Mohammed Ahmed 
Al Bowardi共同见证印尼三家国防工业在阿布扎比签署合作仪式。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6月30日，印尼国防部长帕拉波沃.苏比安多(Prabowo 

Subianto) 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期间会晤了该国防长Mohammed Ahmed Al 

Bowardi，并共同见证印尼三家国防工业在阿布扎比签署合作仪式。印尼三家国企

（BUMN）国防工业，分别是从事造船业的PT PAL公司与阿联酋政府签署国防合作，

以及PT Dirgantara Indonesia（PT.DI）公司和印尼国防工业PT Pindad 与阿联酋国防

部 Calidus LLC集团合作。

【安塔拉通讯社】我国
贸易部正在跟进印度尼西
亚与阿联酋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议（IUAE-CEPA）
的结果，以便政府能够立
即批准该协议。

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总
局局长贾特米科.维扎克索
诺（Djatmiko B Witjakso-
no）表示，鉴于两国将获得
巨大的经济潜力，政府将把
批准该协议列为优先事项。

贾特米科周一（7月4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在线
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
批准，签约就没有任何意
义。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签
约后的行动计划。” 他表
示，IUAE-CEPA将由政府
和国会共同进行批准，批
准后该协议才能生效。

批准过程的目标是在
2022年底之前完成，以便
两国的企业家可以从2023
年1月上旬开始利用它。贾
特米科说，贸易部还将对
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社会

普及宣传，其中包括企业
家、出口商、学者、地方
政府等，以便他们可以充
分利用它。

贾特米科认为，IUAE-
CEPA协议对印度尼西亚非常
有利，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法
经济领域。其中涉及清真认
证、中小企业、原材料、食
品和饮料、药品和化妆品、
时尚、旅游、媒体和娱乐以
及伊斯兰金融。此外，在协
议生效时，通过直接或逐步
降低机制将进口关税税率降
低和取消。

IUAE-CEPA协议还包括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知识产权、货物原产
地规定、海关程序和贸易
便利化、经济合作、政府
采购货物和服务、小型和
中型企业、数字贸易以及
法律规定和体制问题。

贾特米科说，希望这项
协议将鼓励日益紧密的两
国贸易关系。在2021年，印
尼与阿联酋的贸易总额达

到40亿美元，比2020年的29
亿美元增长了37.88%。尽
管在2019至2020 年有所下
降，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
间，双边贸易额再次显着上
升。2021年印度尼西亚对阿
联酋的出口达到19亿美元，
与2020年的12亿美元出口额
相比增长52.15%。

印度尼西亚对阿联酋
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珠宝及

其配件、棕榈油及其衍生
物、汽车、手机电子设备
和电视接收设备。

与此同时，20 2 1年印
尼从阿联酋的进口额为21
亿美元，比20 2 0年增长
27.33%。印尼从阿联酋进
口的主要商品是钢铁半成
品、未锻造铝、黄金、硫
磺和丙烯聚合物（polimer 
propilena）。（pl）

政府和国会将于2022年底前批准

印尼与阿联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佐科威总统和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
勒纳哈扬（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于上周
五（7月1日）在阿布扎比的Al Shatie宫见证IUAE-CEPA 文
件的交换。

替补扎赫约库莫罗职位

PDIP精英称佐科威将征求美佳娃蒂意见

佐科威总统与美佳娃蒂谈论替
补已故扎赫约职位的人选。

【印尼CNN新闻网】雅
京特区副省长艾哈迈德·
里扎·帕特里亚（A h -
mad Riza Patria）周一（7
月4日）在雅京市政厅透
露，雅京特区政府将重新
评估与慈善机构“行动快
速反应”或ACT的合作，
因为ACT机构领导层被疑
涉嫌挪用资金，因此雅京
特区省政府将对所有ACT
的合作进行深入的评估。

里扎·帕特里亚表示，雅
京特区省政府与ACT建立
合作，但是迄今所有合作
项目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所有合作项目按照计划实
施。

目前雅京特区省政府
与ACT实施合作项目，其
中向东爪哇省塞梅鲁火
山喷发灾难者援助、新冠
疫苗接种活动和中小微型
（UMKM）发展的计划。因
此，里扎强调雅京特区省
政府与ACT实施的合作项
目都按照计划进行。

社会大众通过社交媒体
上共享#不可信ACT等其他
负面的内容。时代（Tem-
po）杂志此前登上ACT领导
层的薪水达到1000万盾至1
亿盾，还有接受豪华设施
和削减捐款。被问到此事
时，ACT共管主任Clara表示
该公司正在深入研究Tempo
杂志的报道。（yus）

农业部长Syahrul Yasin Limpo（左）和雅京特区省长Anies 
Baswedan（右）周一（7月4日）在农业部大楼签署协议
备忘录，并启动农业部的支持为雅加达地区提供祭祀
牲畜和战略粮食后合影。农业部通过提供数以千计的
牲畜和其他食物需求（如洋葱、食用油、大米和各种
辣椒）来支持雅加达地区的宰牲节活动。（pl）

ACT领导层被疑涉嫌挪用资金

雅京特区省政府将评估与ACT的合作

雅京特区副省长艾哈迈德·
里扎·帕特里亚。

农业部提供祭祀牲畜和战略食品

支持雅加达地区宰牲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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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部长于6月3 0日
（ 周 四 ） 在 阿 联 酋 阿
布 扎 比 访 问 珍 珠 霸 级
国际集团（Lulu Group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办事处
和珍珠霸级市场（Lu l u 
Hypermarket）时，作出
上述表示。

他于3日在雅加达发布
的书面声明中说：“我
希望我国企业，尤其是
中小型企业抓紧市场机
会，满足中东国家的需
求，以致我国走向国际
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

贸易部长评价，珍珠
霸级国际集团的国际连
锁大卖场——珍珠霸级
市场在协助我国中小微
型企业产品进军阿联酋
市场，起到很大作用。
部长希望Lulu Hypermar-
ke t提供的协助和支持，
可使印尼产品能够满足

阿联酋的市场需求。
“Lulu Hypermarket可

以为印尼企业，尤其是
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和促销。此外，可以
提供与阿联酋市场产品
需求相关的详细信息，
包括标签、包装、分销
和市场细分等。”

他继续说，贸易部还
将协助已策展的我国商
家和生产商能，够通过 
Lulu国际集团的连锁店网
络，把产品销售到阿联
酋和国际市场。

“ 贸 易 部 还 将 开 放
Lu l u国际集团与中小型
企业之间的直接市场渠
道，”贸易部长说。 

除 了 访 问 L u l u 
H y p e r m a r k e t和办事处
外，贸易部长及其工作
人员还与Lulu集团国际执
行董事Ashraf Ali举行会

谈。借以上机会，Lulu国
际集团同意引进更多印
尼产品，并在Lulu的所有
连锁店网络销售。

Lulu国际集团是一家零
售网遍布中东地区，在
全球拥有218 家连锁超
市的运营商。

在 2 0 1 9 至 2 0 2 0 年
期 间 ， 印 尼 通 过 L u l u 
Hypermarket对阿联酋的
出口额达到750万美元。

 在Lulu Hypermarket零
售网销售的印尼几种出

口产品包括服装、新鲜
水果、纸品、餐具和厨
房用具、虾和巧克力等。

此前，于2020 年3 月
底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世
博会闭幕式时，贸易部
与 Lulu国际集团签署了
促销合作谅解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贸
易部探讨与Lulu国际集团
旗下五个行业进行混合业
务交易，以供应家居装饰
产品、服装、水果、日用
品和家用电器等。(er) 

贸易部长鼓励中小型企业

加大对中东国家出口力度

贸易部长Zulkifl i Hasan（中）于6月30日访问阿联酋
阿布扎比的Lulu超市的情景。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贸易部长祖尔

基弗利·哈桑（Zulk i f l i Hasan）鼓励

中小型企业加大对中东国家的出口力度，

尤其是阿联酋。

公 共 工 程 与 民 房 部

（PUPR）计划于2023年兴

建83 座组屋 (rusun) 或多

达3240个单位。PUPR已拨

出1.88 兆盾继续兴建组屋

计划。图为周一（4/7）在

雅京南区的工人正在完成

组屋建设的情景。

（商报/MaxManuhutu摄）

PUPR部拨1.88兆盾兴建组屋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油棕农协会希望政府重
新调整棕榈油厂从农民购
买油棕果串（TBS）的价
格，以抵消不断上涨的生
产成本。

印尼油棕农组织协会主
席（Popsi）总主席Pahala 
Sibuea于1日在雅加达发布
的书面声明中称，化肥价
格昂贵，同时食用油生产
商对油棕果串需求低迷导
致价格下跌，致使目前油
棕农陷入困境。

“由于油棕果串价格持
续下降至每公斤低于1000
盾。在一些地区甚至降至
每公斤400盾，农民难以
维持生计，”他说。

Pahala指出，由于储罐
已装满，许多油棕厂不再
加工油棕果串，导致农民
付出的努力都于事无补。

他评价，贸易部长祖
尔基弗利·哈桑（Zulkifli 
Hasan）强制油棕工厂以每
公斤1600盾购买农民油棕
果串是不理想的。

斗争印尼棕榈农协会

（A p k a s i n d o ）总主席
Alvian Arahman评价，理
想的油棕果串价格每公斤
3000盾，因为目前毛棕榈
油和化肥价格昂贵。他指
出，在马来西亚的农民油
棕果串价格每公斤880令
吉，或折合3000盾。

据他说，政府还需要重
新评估对毛棕榈油征收的
出口税和出口费，因为税
额非常高，每吨达600美
元。

“这意味着若毛棕榈
油价格每吨1100美元，对
毛棕榈油出口征收的出口
税和出口费合计为600美
元/吨，单是就50%，”
他说。

进一步，油棕农民联盟
（SPKS）组织和成员负责
人Sabarudin希望贸易部长
祖尔基弗利·哈桑简化毛
棕榈油出口条件。

他续说，由于储罐已
满，目前许多工厂停产，
所以不再购买农民的油棕
果串，导致农民的油棕果
串价格大幅下降。

“SPKS的数据显示，在
10个省份的成员来源地的
油棕果串价格每公斤500
盾至1070盾，”他说。

Sabarudin计算，油棕果
串价格低迷导致农民每个
月从每公顷种植园的损失
大约150万盾至200万盾。

“我们也收到成员的
报告，例如在东加省的巴
塞尔县（Paser）和廖内省
的Rokan Hulu县，油棕农
民没有收获，因为目前的

收获无法抵消生产成本，
油棕果串价格低于每公斤
1000盾，而生产成本已经
超过每公斤2000盾，”他
说。

此前，贸易部长祖尔
基弗利·哈桑强制食用
油生产商至少以每公斤
16 0 0盾价格购买农民的
油棕果串。部长称，该价
格是短期的，而在中期的
油棕果串价格将定在每公
斤3000盾。(er) 

油棕农协会冀政府

将油棕果串价格定为3000盾

种植园的农民正在收集棕榈果串的情景。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
胡特·班查伊丹（Lu h u t 
Binsar Pandjaitan）呼吁
贸易部加快毛棕榈油和食
用油原料的出口步伐，来
推动农民的油棕果串价格
回升。

鲁胡特要求贸易部在
制定油棕企业的毛棕榈油
和食用油原料的出口配额
中，把乘数提高至企业实
施国内市场义务的散装食
用油供应量的7倍。

根据安塔拉社于2日在
雅加达收到的书面声明，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于1
日举行的食用油价格调控
监管政策落实情况评估会
议上说：“我呼吁贸易部
制定本月1日起出口配额
的乘数提高至7倍，主要
目标是大幅提高农民的油
棕果串价格。”

此 前 ， 政 府 向 生
产 商 提 供 出 口 配 额 乘
数 为 国 内 市 场 供 应 量
（DMO）和国内市场价
格（DPO）5倍的激励。
这意味着若生产商以每
公升14000盾的价格向国
内市场供应10 0 0吨散装

食用油，其出口配将是
供应量的5倍。

鲁胡特确保政府目前
正试图在与食用油价格调
控相关的上游和下游指标
之间找到平衡。

“目前，在爪哇和巴
厘的食用油价格已降至每
公升14000盾，因此政府
将逐步放松在上游业的管
制，来加快出口步伐和推
动农民的油棕果串价格回
升，”他说。

在毛棕榈油和食用油
出口禁令被撤销的过渡
期，政府于今年6月为油

棕企业提供了341万吨出
口配额。

截至6月底，食用油生
产商在履行国内市场义务
的散装食用油供应量高于
27万吨。国内市场义务的
出口配额至未来6个月仍
生效，部分配额已由油棕
企业申请。

政府也将加速出口步
伐，因为储罐空间在近期
内用完，同时农民的油棕
果串价格仍旧低迷。

另一方面，今年下半
年提高毛棕榈油价格的措
施之一是把棕榈油制生

物柴油的强制掺混比例，
由30%（B30）升至35%
（B35）或40%（B40）
，取决于国内毛棕榈油供
应情况和价格。

鲁胡特也要求能源与
矿产资源部、油棕种植园
基金管理局（BPDP-KS）
和北塔米纳，立即审核相
关的计划。

“我希望各相关部委
和机构立即跟进此事，所
以食用油价格立即得到控
制，让社会、农民、企业
家有利可图，”鲁胡特如
斯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中央统计局（BPS）的数
据显示，2022年5月通过
主要口岸入境的游客达21
万2 3 3 0人次，与去年同
期比较激增1382.45%。

BPS局长马尔戈（Margo 
Yuwono）于1日在雅加达
举行的线上线下新闻发布
会上说：“这是令人鼓舞
的。该数目是自大流行初
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2年5月入境的游客
环比增长91.19%。

马尔戈解释，通过航班
入境最多的游客主要来自
3个机场，即巴厘省伍拉·
赖机场达11万5553人次、
万丹省苏加诺—哈达机场5
万7844人次，以及巴淡韩·
那丁机场1万6741人次。

据他说，二十国集团峰
会的活动、电子方程式赛
车（E-prix）以及扩大落地
签证适用范围，成为游客
提升的主要原因。

“我希望外国游客增加
的趋势继续下去，因为对经
济产生很大的乘数效应。如
果外游人数继续提升，也

将加快国民的经济复苏，”
他说。

2022年1月至5月，通过
主要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累
计达到39万7770人次，比
2021年同期增长616.40%。

2022年5月星级酒店的
入住率达49.85%，同比增
加17.88点。若与2002年4
月比较，5月的入住率增加
15.62点。

“5月的一些大节日，比
如开斋节、卫塞节、耶稣升
天节，是助推星级酒店入住
率提高的因素。放宽的旅行
限制，比如无需出示核酸
检测（PCR）、人口流动性
提升等，也对酒店入住率产
生影响，”马尔戈说。

此外，2022年5月无星
级酒店的入住率达24.75%
，同比增加6.69点。若与
2022年4月比较，无星级酒
店入住率增加7.35%。

2022年5月，国内外游
客在星级酒店的平均逗留
天数为1.58天，比2021年
5月下降0.09点。与上月比
较，2022年5月的平均逗留
天数也下降0.04 点。(er)  

鲁胡特吁贸易部加快出口步伐 推动农民油棕果串价格回升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Luhut 
Binsar Pandja itan致辞。

自疫情大流行以来创新高

5月入境游客同比激增1382%

【安塔拉社巴东县讯】
国营电力（PLN）公司在
巴厘岛库塔地区与ASDP公
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创
造一个清洁和基于绿色能
源的港口环境。

在该谅解备忘录，国电
公司与ASDP公司达成共
识，为港口和ASDP船舶靠
港服务提供电力。除了向
ASDP公司供应清洁能源之
外，该合作也是为支持国
电公司在推动实施电气化
海洋计划的扩展战略。

国电公司总裁Darmawan 
Prasodjo对记者表示：“自
从2021年以来，国电公司
实施电气化海洋计划，把一
向以来依靠燃油的港口能源
需求，改用电力为基础。”

他 解 释 说 ， 到 目 前 为
止，海运和渔业另同在我国
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
能源转型的精神，国电公司
还努力为我国海洋和渔业领
域提供清洁能源。

他 续 说 ， 国 电 公 司 将
在ASDP港口建设装机容量
5500 VA至23000 VA公共充
电站（SPLU）形式的一个独
立电力平台（ALMA)。

未来ASDP公司和港口
周围社区可利用ALMA进
行装卸船舶、成为冷藏能
源，或者满足鱼上岸基地
（PP I）和鱼类拍卖地点
（TPI）满足电力的需求。

“通过ALMA，我们可以

共同减少燃料产生的碳排
放。使用电力的碳排放量比
燃油产生的碳排放量低三分
之一，”他这么说。

他补充说，ALMA的存
在，有望能够提高我国渔
民和海洋与渔业领域企业
家的竞争力。

“通过与ASDP建立的
合作，我们当然将继续在
全国港口增加ALMA点。
我们的希望与国营企业的
合作能够为所有的社区
提供公平可靠的电力供
应，”他如斯说。

同时，ASDP Indonesia 
Ferry公司总裁Ira Puspadewi
补充说，ASDP Indonesia 
Ferry公司对与国电公司建
立的合作表示欢迎，通过
ALMA服务对环保项目提供
全面支持。

“通过ALMA服务的合
作是有效使用燃油的服
务，及船舶靠在港口时利
用清洁能源的活动，”他
这么说。

截至2022年4月份，国
电公司已经在全国地区建
立35座ALMA平台，总装
机功率达到841 . 9 kVA。
从2 0 2 2年 1月至4月份期
间，ALMA平台的千瓦时使
用量也达到了86400万千瓦
时。国电公司在马鲁古和
北马鲁古地区已经建立12
个ALMA平台，总用电量高
达4.5万千瓦时。(vn)

国电与ASDP公司建立合作

创造绿色能源港口

国电公司总裁Darmawan Prasodjo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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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机构投资者以此为据增开空仓
国际金价不太可能长期走强

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疲软使金价站稳
1800美元大关上方，且美元多头在假日
中稍事休息，金价短线反弹，周一(7月
4日)，国际金价在震荡中小幅走高。但
金价似乎不太可能在更长时间内走强。

北 京 时 间 1 5 : 3 6 ， 现 货 黄 金
上涨 0 . 0 7 %至 1 8 0 8 . 5 7 美元 /盎
司；COMEX期金主力合约上涨0.42%
至1809.1美元/盎司；美元指数下跌
0.08%至105.045。

NYMEX原油已在109.28美元遇阻
周一(7月4日)，国际油价小幅承

压，尽管投资者担心OPEC减产、利比
亚局势动荡以及西方对俄制裁造成的
供应紧张，但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
限制了油价上涨。NYMEX原油料已遇
阻109.28美元。

北京时间16:14，NYMEX原油期货
下跌0.37%至108.05美元/桶；ICE布
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29%至111.30美
元/桶。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872.50	 15022.50	

新币	 SGD	 10634.36	 10754.36	

港币	 HKD	 1884.55	 1924.55	

日元	 JPY	 108.86	 112.46	

欧元	 EUR	 15467.72	 15727.72	

澳元	 AUD	 10060.75	 10300.75	

英镑	 GBP	 17986.48	 18186.48	

人民币	 CNY	 2211.67	 2261.67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uly	4.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2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6.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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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9

	 	

AUD	 10137.09	 10241.97

CNY	 2220.98	 2243.57

EUR	 15571.71	 15731.21

GBP	 18013.72	 18200.77

HKD	 1896.20	 1915.33

JPY	 109.83	 110.95

SGD	 10672.90	 10782.48

USD	 14881.22	 15030.78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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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8.02	 10328.02	 0.00	 0.00	
CNY	 2207.19	 2265.19	 2205.19	 2267.19	
EUR	 15412.44	 15752.44	 0.00	 0.00	 	
GBP	 17895.16	 18295.16	 0.00	 0.00	 	
HKD	 1884.78	 1927.78	 1880.78	 1931.78	
JPY	 108.81	 111.81	 0.00	 0.00	 	
MOP	 0.00	 0.00	 1791.41	 1903.41	
SGD	 10574.13	 10794.13	 0.00	 0.00	 	
USD	 14730	 15130	 14725	 15135

Date: 2022.07.04
Time: 15:59:21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7月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639.17	 -2.28

	 950.15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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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98	 -2.57

	 860.72	 -1.79

	 1490.02	 -1.67

	 1367.55	 -2.87

	 661.08	 -1.43

	 7459.36	 -3.75

	 943.42	 -1.45

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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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7月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345.000	盾卖出	 4.72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690.000	盾卖出		 9.38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6153.81		 涨	 218.19

韩国综合	 2300.34		 跌	 5.08

香港恒生	 21830.35		 跌	 29.44

上海综合	 3405.43		 涨	 17.79

欧股

英国FTSE	 7236.89		 跌	 68.24

德国DAX	 12840.45		 跌	 27.42

法国CAC	 5989.17		 跌	 58.11

荷兰AEX	 657.26		 跌	 1.58

Http://tw.stock.yahoo.com	4/7/2022	16:48

美股

道琼工业	 31097.26		 涨	 321.83

那斯达克	 11127.84		 涨	 99.11

S&P	500	 3825.33		 涨	 39.9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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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1	 DCII	 38550	 36000	 -2550	 -6,61%	 900	 34090
	 2	 ARTO	 8525	 7950	 -575	 -6,74%	 9012500	 71958257
	 3	 MLBI	 9725	 9250	 -475	 -4,88%	 77700	 725107
	 4	 NFCX	 7600	 7175	 -425	 -5,59%	 83500	 617857
	 5	 INDR	 10475	 10100	 -375	 -3,58%	 1120800	 11314755
	 6	 UNIC	 13500	 13125	 -375	 -2,78%	 4200	 55567
	 7	 FASW	 6700	 6350	 -350	 -5,22%	 200	 1270
	 8	 TFAS	 4790	 4460	 -330	 -6,89%	 44600	 200821
	 9	 AALI	 9650	 9325	 -325	 -3,37%	 2285800	 21372727
	10	 LPPF	 4800	 4500	 -300	 -6,25%	 5983400	 27409917

	 1	 BYAN	 78800	 79500	 700	 0,89%	 73000	 5681045
	 2	 RDTX	 7500	 7900	 400	 5,33%	 102900	 822020
	 3	 FISH	 7000	 7300	 300	 4,29%	 1600	 10830
	 4	 HEXA	 5675	 5800	 125	 2,20%	 693000	 4004527
	 5	 INCO	 5350	 5450	 100	 1,87%	 29050200	 155945905
	 6	 INDS	 2110	 2200	 90	 4,27%	 12000	 26127
	 7	 PLIN	 2080	 2170	 90	 4,33%	 200	 434
	 8	 HITS	 815	 895	 80	 9,82%	 20237300	 16850275
	 9	 MPRO	 725	 800	 75	 10,34%	 9700	 7799
	10	 ARGO	 1240	 1310	 70	 5,65%	 2200	 2574

地 缘 政 治 动 荡 和
世界经济放缓，尤其
是中国经济放缓，扰
乱全球供应链，阻碍
印尼制造业扩张的步
伐，亚洲地区大多数
国家（包括日本、韩
国、台湾、越南、泰
国和菲律宾）也经历
了这种情况。

费布里奥周日（3/7
）在雅加达的一份官方
声明中说：“政府将继
续监测全球经济的动态
和前景，并减轻可能出
现的各种影响。包括国
家预算在内的各种现有
工具将得到优化，以尽
量减少它们对国内经济
的影响，从而保持国家

经济复苏的势头”。
另一方面，尽管略

有上升，但 2022年6
月的通货膨胀率仍维
持在 4.35% 的水平，
据 Febrio说，与世界
上许多国家相比，我
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
温和。

美国和欧盟的通货
膨胀率在过去 40 年
中继续创下新纪录，
分别达到 8.6% 和 
8.8%。阿根廷和土耳
其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是如此，通货膨胀
率分别达到 60.7% 和 
73.5%。

他 说 ： “ 政 府 通
过国家预算工具，成
功降低全球高通胀压
力，使人们的购买力

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势
头仍然可以保持”。

在预期食品价格上
涨的情况下，政府始
终致力于确保国家预
算作为减震器的作用
能够最佳发挥作用，
以控制通货膨胀，保
持人民的购买力，并
保持更强劲的经济复
苏。

为维持国家食品价格
的稳定，采取了各种措
施，包括通过提供食用油
价格差异的激励措施、暂
时禁止出口原棕油及其衍
生物以维持可承受价格的
供应，以及维持燃料、液
化石油气和电力的销售价
格作为管理价格，以免经
历提高。

费 布 里 奥 继 续

说：“这一切都有望
保持基本食品价格的
充足供应、顺畅分配
和可承受性，从而保
护人们的购买力，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

由于 2022 年国家预
算通过分配达到 502.4 
万亿印尼盾的能源补贴
和补偿起到了减震器的
作用，国内能源价格也
趋于稳定。

费布里奥说：“提
供能源补贴和补偿是
为了保持价格稳定，
保 护 购 买 力 ， 保 持
经济复苏的势头。考
虑到能源是一种基本
需求，这项能源补贴
政策对于正在进行的
经济复苏过程至关重
要”。（asp）

财政部表示

优化国家预算以减少全球动荡影响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财政部财

政政策局（BKF）负责人费布里奥

（Febrio Kacaribu）表示，国家收支

预算（APBN）将用于最大程度地减

少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这已导致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减缓，虽然仍处于从前50.8水平至

50.2 的扩张区。

【本报讯】周一（4/7）综合股价指
数（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
时，综指下落171.875点或-2.53%，至
6622.45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
155.156点或-2.28%，报收于6639.172
点。LQ-45指数下落24.18点或-2.48%
，报950.15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上升
21 8 . 1 9点或0 . 8 4%，报2 6 1 5 3 . 8 1；
香港指数下落2 9 . 4 4点或- 0 . 1 3%，
报21830.35;上海指数上升17.79点或
0.53%，报3405.43；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24.65点或0.80%，报3120.24。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
易总共发113万4077次，有192亿2490万
零970份股票易手，总值11兆9711亿2621
万零481盾。涨价的股有116种，落价的股
有469种，205份持平。外资净售1兆1100
亿5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YAN（B a y a n能
源公司股）涨价700盾，现价7万95 0 0
盾；RDTX(Roda Vivatex股)涨价400盾，
现价7900盾；FISH（FKS Multi Agro股）涨
价300盾，现价7300盾；HEXA（Hexindo 
Adiperkasa股）涨价125盾，现价580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DCII（DCI Indo-
n e s i a股）落价25 5 0盾，现价3万60 0 0
盾；ARTO(Jago银行股)落价575盾，现价
7950盾；MLBI(星牌啤酒股)落价475盾，
现价9250盾；NFCX（NFC Indonesia股）
落价425盾，现价7175盾。

盾币贬值29盾
周一，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
DOR）收市，1美元以14972盾中间价结
束，比先前价值14943盾，盾币贬值29
盾。（asp）

综指下落155点至6639.172点

1美元兑14972盾

【B i s n i s . c om雅加
达讯】金融服务管理
局 (OJK) 指出，截至 
2022年5月份，银行业
能够收取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 (DPK) 为7515.5 
兆盾。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的数据，在201 7年
至2022年5月期间，银
行业贷款和第三方存
款者资金增长良好。这
一增长伴随着资本充
足率（CAR）的增加和
相对稳定的不良贷款
（NPL）总比率。

金融服务管理局在
其报告中也写道：“这
种情况表明，银行业在
冠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的压力下具有弹
性”。

20 1 7年至20 2 2年5
月，银行业存款增长
42.08%，银行业贷款
增长26.89%，资产增
长37.8%。截至2022
年5月，银行业贷款达
6012.4兆盾，资产达
10180.7兆盾，不良贷
款总比率为3.04%。

金融服务管理局表

示，当局在2017 年至 
2022 年 6 月期间发布
的各项政策都取得积极
成果，这体现在金融服
务部门的中介增加、我
国资本市场的增长以及
金融知识和包容性指数
的增加.

根据全国金融知识
和包容性调查，201 9
年印尼人的金融知识和
包容性指数与2016年的
上一次调查相比有所上
升。

具体而言，2013 年
我国的金融知识和包容

指数仅为 21.8% 和 
5 9 . 7 4%。然后，在 
2016 年，它增加到识
字率的 29.7% 和包
含率的 67.8%。与此
同时，201 9年我国的
金融知识和包含指数分
别继续增长38.03%和
76.19%。

金融服务管理局表
示，它正在不断改造金
融服务业，以建立一个
稳定、有贡献和包容
性的金融服务业，同时
保护消费者。此外，还
通过使用信息技术，作

为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
影响的后续行动进行改
造。

此外，金融服务管
理局还在开发基于技术
的监督和许可基础设
施，以使业务流程有
效。

他解释说：“未来，
金融服务管理局将与政
府和其他有关当局以及
利益相关者持续对经济
和金融服务部门进行评
估，以在国民经济复苏
的势头中保持金融体系
的稳定。”（asp）

【Bisn i s.com雅加
达讯】政府通过私募
计划（private place-
men t）向印度尼西亚
银行 (央行/BI) 发行
了四个系列的国家债
券（SUN)，总发行量
为 21.86 兆盾。

根据财政部金融和
风险管理总局网站周
一（4/ 7）的官方声
明，本次交易于上周
三（29/6/2022）进
行，是第三次交易在
实施 第三联合法令

（SKB III）的背景下
进行交易。

该四个 SUN 系列
是可变速率 (VR)，包
括 VR0074、VR0075
、VR0076 和 VR0077 
系列。该四个SUN系
列的发行价值分别为
5.47兆盾。

同时，每个系列首
三个月的票息设定为 
3.04%，结算日期为
2022年7月1日。这些 
SUN 是可交易的。

VR0074系列2027年

7月1日到期，VR0075
系列2028年7月1日到
期。然后，V R 0 0 7 6
系列2029年7月1日到
期，VR0077系列8年
7月1日到期， 2030 
年。

该 交 易 是 根 据 第 
347/KMK. 0 8/2 0 2 1 
号和第 23/11/KEP.
GBI/2021 号政府与印
尼央行联合法令进行
的，政府与印尼央行
只之间的计划和协调
机制在应对 2019 年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影
响的背景下为健康和
人道主义治疗筹资。

本 SUN 的发行也符
合 关于 SUN 的2002 
年第 24 号法律和第
51/PMK.08/2019 号
财政部长条例，关于
政府证券在国内一级
市场通过私募计划的
配售。

这笔交易体现了政
府财政政策和央行货币
政策的强大协同作用和
协调性，它们共同在应

对冠状病毒的影响方面
发挥了作用。政府继续
坚持认为，处理冠状病
毒影响的政策仍在审慎
和可信的财务管理范围
内。鉴于政府的 2023 
年财政整顿目标，这是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为 国家收支预算
（APBN）融资方面，
政府继续以审慎和可
衡 量 的 方 式 管 理 债
务，并关注债务承受
能力以保持财政可持
续性。（asp）

截至2022年5月份

银行业社区储蓄金额达7515兆盾

政府向我国央行的私募计划达 21.86 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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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鞋业、皮制和
纺织工业局长爱丽丝.玛
希多（Elis Marsitoh）
称，提供激励对企业是种
刺激，俾使他们用更现代
化、更有效率、节省能
源，以及有利环保的机器
和工具。“至今，有10
家企业已被批准利用该纲
领，通过提供补贴扣价协
议（P4H）。”

2022年，工业部为提
供机器扣价奖励的预算
达到50亿盾。至6月2 2
日，工业部已批准10家
企业，为更新机器投资
的激励达539亿盾提供折

扣。提供的扣价总数为
30.7亿盾，以致，还有
剩余的预算19.3亿盾，
按照计划将在2022年7月
落实。

接 受 计 划 的 1 0 家 企
业，此前已由项目运营
管理机构（LPOP）进行
文件核实和合法化，业
务可行性核实，机器/工
具价格合理性，购买和
付款文件的顺序，以及
由独立评估机构（LPI）
的现场核实。

接下来，也在第1和第
2集数小组会议（RTT）
上讨论，由各部门/机构

工业部为推动纺织工业业绩

提供机器扣价奖励
【Kontan雅加达讯】工业部实施种种

战略性的措施，为推动纺织与成衣工业

（TPT）业绩，更有生产效率和拥有竞

争力，其中是通过提供机器扣价的奖

励。该纲领一并成为打造我国4.0规划

部分的落实，使纺织与成衣工业领域作

为优先工业之一。

纺织工业购买机器将获扣价奖励。

的技术小组成员、地方工
业局、协会代表和纺织方
面的专业人员出席。

经过上述阶段，获批
准参与机器重组纲领的所
有企业，将获购买机器/
工具扣价报销，以及签署
P4H文件。“希望该10家
企业能持续利用已经投资
的机器/工具，在推动纺
织工业和企业进步期间，
提高生产量、效率和产品

质量。”
她补充说，工业部将

持续在2023年实施机器
重组纲领，分配70亿盾
的预算。在未来几年，希
望该纲领能成为工业提高
竞争力和生产率的机器/
工具投资良好的信号。“
但愿获得该激励计划的
企业，能持续保持全球
竞争力使纺织工业更加辉
煌。” （sl）

【本报讯】企业家声
称，当国家新首都迁移
到东加里曼丹省Pena j am 
Paser Utara县之后，仍然
支持雅加达成为世界级商
业中心城市。 

雅京印尼青年企业家协
会(HIPMI Jaya)主席Sona 
Maesana肯定青年企业家
当雅加达不再成为国家首
都后，将抓紧新商业机
遇。  

“HIPM I将继续推动雅
加达一些企业可以持续增
加，而现有的中小微型企
业可以上级。”

他续说，在这种情况，
设在雅加达的商业领域可
以更快更强劲增长。

此前，HIPMI于2022年6
月28日举行以“2022年雅
加达脱口秀，首都迁城，
雅加达将成为什么样”为
主题讨论会。该讨论会举
行为回答各种有关若未来
国家首都迁移，雅加达将
何去何从的问题。这种种
问题成为雅加达青年企业
家的关注。 

他说，从讨论会的结
果，HIPMI Jaya将制定具
体建议有关雅加达环境，
不再成为印尼国家首都

后，并把该提议交给雅
加达特别委员会(Pansus)
，国家新首都(IKN)迁移
到东加里曼丹省Pena j am 
Paser Utara县后，已由
雅京地方议会(DPRD)成
立。

他确保青年企业家将
准备面对雅加达不再是国
家首都而变成商业中心的
任何情况。“我们当然将
准备好抓紧现有的商业机
遇。” 

据他说，原则上HIPMI
建议雅加达仍能成为亲商
业城市，并拥有有利的营
商环境。 

雅 京 印 尼 工 商 会 馆
(Kadin Jaya)主席Diana 
D ew i表示乐观，虽然未
来雅加达不再成为国家首
都，雅加达企业的商业前
景仍然非常明朗。

“雅加达从基础设施方
面非常优势。当然，雅加
达作为商业中心城市是拥
有优点的。” 

她阐明，他们将向政府
建议可利用国家首都迁移
后的各种资产。她希望企
业界可参与为积极利用雅
加达的资产，以致不会被
遗弃。(lcm)

企业家准备打造雅加达

成为世界级商业中心城市

HIPMI Jaya主席Sona Maesana在雅加达举行讨论会致辞的情景。

【Kontan丹格朗讯】
家 具 生 产 企 业 和 室 内
承包商，Gema Graha 
S a r a n a（GEMA）公司
定下指标，今年出口销
售至少可贡献5%。甚
至，Gema Graha Sarana
公司乐观表示，至今年
底，出口业绩能比原来
定下的指标更高。

Gema Graha Sarana
公司总经理德迪.洛伊玛
德（Dedy Rochimat）看
出，将来出口市场的前
景相当明朗。

他声称，根据记载，
截至今年5月，出口已
达到总销售的5%。以
致，在今年下半年，仍
有机会能再作出更大贡
献。“出口市场前景非
常明朗，在2021年的出
口进展比2020年高20%
。为此，我们正在全力
以赴，但愿我们定下仅
5%的计划是最低的，但
愿能比此更大。”

他 续 称 ， 为 能 积
极 调 高 将 来 的 出 口 业
绩 ， 2 0 2 2 年 ， G e m a 
Graha Sarana公司扩建三
宝垄（Semarang）的工
厂。Gema Graha Sarana
公司升级三宝垄工厂的
生产系统，俾能符合出
口市场需求。“我们也
正在发展租赁的一座工
厂，本来我们并无意增
加工厂，但因看到该商
机，我们必须利用该商
机出口。”

与 此 同 时 ， G e m a 
Graha Sarana公司副总
经理克莉丝汀娜.伊玛
雅蒂（Chriestina Ima-
yat i）称，今年，Gema 
Graha Sarana公司准备
分配450亿盾的资本支
出，大部分供扩建三宝
垄工厂资金，支持提高
出口市场业绩。“众所
周知，出口可发展我们
的 市 场 ， 为 此 ， 我 们
供扩大工厂，至今，该
资本支出吸收率大约为
50%。”

有关2022年的商务指
标，Gema Graha Sarana
公司希望，业绩能比去
年更好，不论是收入方
面或利润方面。 

德迪声称，今年上
半年的业绩确实还未令
人满意，以致，在下半
年，Gema Graha Sarana
公司将持续尽力提高业
绩，俾能至今年底获取
良好的成绩。“但愿在
今 年 下 半 年 能 有 所 改
善，我们将尽力争取俾
能更好。”

截 至 2 0 2 2 年 首
季，Gema Graha Sarana
公 司 记 载 ， 净 收 入 达
26 6 8 . 5亿盾，该数目
比2 0 2 1年同期，仅达
2547.6亿盾的更高。

从底线方面，Gem a 
Graha Sarana公司记载，
净利达到11亿盾，比去
年同期32.8亿盾有所下
降。 （sl）

GEMA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出口可贡献5%

家具生产和室内承包商Gema Graha Sarana公司的展
示厅。

【Kontan雅加达讯】我
国机动车工业领域业绩将
受到政府延长由政府负担
奢侈品销售税（PPnBM-
DTP）激励政策的推动而
好转。

河南普提赫莱证券交
易所研究中心主任（Head 
of research Henan Puti-
hrai Sekuritas）罗拔.哈尔
迪（Robertus Hardy）对记
者称，机动车销售提高主
要推动力是来自奢侈品销
售税激励，以及疫情缓解
后的全国经济复苏和民众
活动提高。“支持流动性
的车辆需求提高，以及车
辆贷款需求放宽，再加上
奢侈品销售税激励，当然
汽车需求将提高，不论是
四轮或两轮机车。”

他声称，其挑战来自半
导体（semikonduktor）/
芯片（chip）供应问题，
已阻碍供应4W/2W汽车
需求的生产。

他续称，6月的数据还
未呈报，因此还不能看出
第2季的全面性业绩。但
是，他预测，将有季度性
销售下降，那是因今年5
月的工作日短和有许多假
日成为主要因素。因此，
如 果 观 看 今 年 5 月 的 销
售下降，几乎是4月的一
半。

他看出，将来，机动车
工业前景已开始大量向电
动汽车转移，再加上政府
支持电动汽车工业。“以
致，我们看出很大的增长
机遇，机动车工业开始迈
进电动汽车工业，不论是
4W/2W的制造/组装，或
者是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
企业。”

他声称，越来越多的
我国机动车工业向电动
汽车方向转移，如Dha r-
ma Polimetal (DRMA)公
司在国内购买镍和其他金
属，为电动摩托车（scut-

政府负担奢侈品销售税 为推动机动车工业业绩

在雅加达北区马腰兰JiExpo举办2022年印尼国际混合机动车
展（IIMS Hybrid）的宝马（BMW）汽车展览馆一瞥。

er listrik）和生产的3W车
辆制造本身品牌的电池包
装。

除 此 之 外 ， 消 费 者
能以很低至1 5%的首期
付款（D P）获得车辆贷
款，能推动机动车销售业
绩。“4W业绩仍与预测的
一致，至2022年5月，达
到38%的指标。” 

但计划根据经济价值调
高燃油（BBM）价格，能压
低销售进度，主要是4W的
乘用车。一旦实行，燃油
价格可达到3万盾，将加重
汽车使用者的交通费用，以
致，能延迟购买燃油的车
辆。“消费者将会减少活动
以节省燃油或者是选择乘坐
公共汽车。” （sl）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豆腐与豆酵饼生产商合
作社协会(Gakopt indo)认
为，能源商品和食品价格
上涨，对国内豆腐与豆酵
饼工业的可持续性有很大
的影响。

Gakop t i ndo总主席Aip 
Syar i fuddin称，商品价格
上涨，包括大豆，在目前
全球经济情况，是无可避
免的。有关大豆，这种商
品价格上涨受到大豆出口
国家情况的政策影响，即
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众所周知，我国90%的大
豆消费量是进口的。”

随着大豆价格提升，大
部分豆腐与豆酵饼生产商
采取的预期步骤反而是不
调高产品价格，但是减小
尺寸，为豆腐与豆酵饼的
质量创新。

Gakoptindo意识到大部
分豆腐与豆酵饼的消费者
是中下阶层民众。此外，
豆腐与豆酵饼是最便宜的
食品选择，但是仍有丰富
的营养。

“因此，当其他食品价
格上涨时，豆腐与豆酵饼
仍成为优势，虽然价格上
涨约为20%。”

他补充说，Gakoptindo
感谢政府向豆腐与豆酵饼
生产商提供黄豆采购价格
差距的帮助，成为政府关
注和援助的形式，虽然暂
时的。

Gakoptindo建议未来黄
豆商务管理涉及国营企业
(BUMN)，以致大豆价格
和库存的动态是可以控制
的。为此，生产商将获得

Gakoptindo称全球大豆涨价

对豆腐和豆酵饼工业影响很大
大豆供应和合理的价格，
另一方面，民众仍能享受
到质量又有营养的豆腐与
豆酵饼。“据我们看法，
全球大豆价格或进口，在
豆腐与豆酵饼生产商的
最高价格大约为每公斤
11000盾至12000盾。”

Gakoptindo称，进口大
豆价格上涨时机，一般来
说可以成为政府和有关利
益相关者的契机来推动我
国大豆农朝向大豆自给自
足。(lcm)

Gakoptindo称全球黄豆价格上涨对豆腐和豆酵饼工业影响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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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7月4日)，布迪

在雅加达总统府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称：“口

罩佩戴政策没有变化，

室外可以不戴口罩，除

非在人多的地方或是身

体不适，但是室内最好

戴口罩。”

印尼政府呼吁人们对

潜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A.4和BA.5疫情保持警

惕，要遵守防疫规定。

在此之前，印尼副总

统马鲁夫·阿敏称，由

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上

升，政府将收回室外口罩

佩戴政策的放松，呼吁人

们遵守防疫规定。

马鲁夫接着称，政府

仍在全国各地实施社会活

动限制（PPKM)，级别要

看地区疫情情况而定。

此外，政府再次加快疫

苗接种。(cx)

印尼卫生部长：

室外口罩佩戴政策没变 但在人群聚集场合请戴好口罩

图片来源于点滴新闻网

【 雅 加 达 讯 】 印 尼 卫 生 部 部 长 布 迪 · 古纳迪·萨迪金称口罩佩戴政策未

有变化，人们在室外活动时可以不戴口罩。

【雅加达讯】据悉，有
11名拥有1万亿印尼盾以
上资产的纳税人申报于6
月30日到期的第二次税务
特赦。

上周五，印尼财政部部
长丝丽·穆尔亚妮在税务
总局称：“资产超过1万
亿的纳税义务人有11位或
占总人数的0.00%，比拥
有1万亿盾以下资产的纳
税义务人少。”

不过，这11位超级富豪
对国家收入做出足够大的贡
献，丝丽不愿透露这些纳税

人的姓名。而拥有1000亿
至1万亿盾的纳税人有705
人，100亿至1000亿盾资产
纳税人有9236人，10亿至
100亿盾资产纳税人有4万
1239人，1亿至10亿盾资产
纳税人有7万5110人。

拥有1000万至1亿盾资
产的纳税人最多，达到8
万2747人，而拥有1000万
盾以下财产的纳税人有3
万8870人。

2022年1月至6月期间纳
税人申报的资产为61.01
万亿印尼盾。(cx)

图为雅加达一名纳税义务人走进税务局。（图片来源于安
塔拉通讯社）

拥有1万亿盾以上资产纳税人有11位

【加布棉讯】据悉，
一名来自中爪哇加布棉县
普岭镇的36岁女子菲特
丽涉嫌加密货币投资诈骗
被拘捕，骗走了200 0亿
盾。2020年当还是国际移
工的时候，菲特丽开始从
事加密货币工作。

上周五，加布棉县警
方称涉案嫌疑犯承诺每十
天会向投资者回报5%利
润，事实上这是先加入的
投资者的钱，约有2800人
向其投资，总额2000亿盾
左右。菲特丽把骗来的钱
花在购买土地、房子和奢

侈物品上。
涉嫌嫌疑犯的一名邻居

也被骗了16亿盾。这位受
害者来到位于普岭镇西帝
阿迪村的办公室向涉案嫌
疑犯投资，总共投资了16
亿2000万盾。直到今年3
月28日，受害者不再获得

利润，也无法将投资的钱
取回。

加布棉县警方呼吁全国各
地受害者尽快向警方报警。

菲特丽的行为触犯刑
事法，或将面临最高20
年监禁和最高 1 0 0亿盾
罚款。 ( c x )

中爪加布棉县女子涉嫌加密货币投资诈骗被刑拘

涉案金额达到2000亿盾

【雅加达讯】周一（7
月4日），印尼经济部部
长埃尔朗加在雅加达总统
府称，目前购物商场防疫
措施变得不如以前严格，
有不少人没有用防疫应用
程序PeduliLindungi扫二维

码就直接进去购物商场。
埃尔朗加强调必须对

这种情况给予关注，因为
购物商场是人群聚集的地
方，有潜在新冠病毒传播
风险。

埃尔朗加也称，疫情

防控工作组已发出通知
函，规定参加聚集性活动
的人们必须已接种第三剂
疫苗。

他阐释：“一些国家
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疫情还没结束。目

前确诊病例百分之八十
都是由奥密克戎变异株
BA . 4和 B A . 5传播，总
统也已经提醒说各个地
方P e d u l i L i n d u n g i 使用
要持续加强，绝对不能
松懈。” ( c x )

【徐图利祖讯】东爪
哇省徐图利祖县一名废品
二手货商人被杀手开枪打
死，涉案男子已被抓获，
其为了1亿盾报酬杀人。

据安塔拉通讯社7月1日
报道，徐图利祖县警察局
局长瓦哈尤称有人雇用杀

手将被害人杀死，目前警
方正在追捕幕后嫌疑人。

该废品二手货商人的脖
子和手部中枪，被送往徐
图利祖区域总医院，经抢
救无效死亡。涉案嫌疑人
的行为触犯刑事法，或
将面临无期徒刑。(cx)

东爪徐图利祖县一商人被枪杀 

警方追捕幕后嫌疑人

【雅加达讯】西爪哇勿
加西市一对母女在家中被
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用刀
捅伤和打伤，受害者是一
名50岁的家庭主妇和其26
岁女儿。

上周六，当地警方称涉案
男子冒充警察指控受害者的
家人涉嫌毒品，意欲索取钱
财。勿加西市警察局长亨基
说：“因为受害者不给钱，
所以被嫌疑人弄伤。”

这起案件发生在上周
四下午5时许。涉案嫌疑
犯独自一个人来到受害

者家，把摩托车停放在家
门外，然后走进去对受害
者说要找其丈夫，受害者
回答说丈夫不在家。嫌疑
犯对受害者说其丈夫涉嫌
毒品，只要给钱就不会追
究刑事责任。受害者因为
不相信，所以不愿给钱，
嫌疑犯听后便从背包里拿
出一把刀，二话不说直
接将对方捅伤和打伤。

听到尖叫声的邻居纷纷
跑过来，嫌疑犯立刻拔腿
就跑。警方已将涉案男子
抓获归案。(cx)

【北干巴鲁讯】廖内省
英德拉吉利-西列尔县登
比拉罕-胡鲁镇发生一起
骇人听闻的命案，一名42
岁男子埃尔哈鲁比将年仅
9岁的亲生女儿杀死后肢
解，男子被抓后在北干巴
鲁市精神病医院做检查。

英德拉吉利-西列尔县警
方称，检查报告结果显示嫌
疑人没有患精神疾病，现被
关在监狱里。

今年6月13日，男子在家中
将自己的女儿杀死后把尸体分
成好几块。在医院接受检查的
时候，男子看起来神志不清。

案发当天，该男子手上
拿着一把巴冷刀和一颗沾

满血的心脏在街上大吼大
叫，大声叫：“这是你们
想要的吗？这是你们想要
的吗？”还把停放在路边
的汽车玻璃窗打碎。

接警后，警察立刻赶到
现场，男子还对警察进行攻
击，直到家人来他才冷静下
来，把刀放下，然后被警察
铐住双手。警察在男子的家
中一个塑料袋里发现一颗小
女孩的头颅，然后在河边找
到女童的下半身、双手和上
半身。

据当地村民说，该男子
已经和妻子分居，育有两
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和
他住在一起。(cx)

廖内省9岁女童被父亲杀死后分尸案

警方称嫌疑人不是精神病患者

图为杀死并肢解亲生女儿的男子。（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勿加西市一对母女家中被假警察捅伤

现有不少人进购物商场都没用PeduliLindungi扫描

【罗盘新闻网讯】周一
（7月4日），雅加达地铁
站X射线机试用引发乘客
大排长龙。

苏 迪 尔 曼 地 铁 站 一
名 乘 客 在 现 场 对 媒 体

记 者 说 ， X 射 线 机 放 在
错 误 的 位 置 ， 这 致 使
排队进站的乘客很不耐
烦 。 两 台 X 射 线 机 位 置
靠近阶梯，导致阶梯上
挤 满 了 乘 客 。 最 好 将 X
射线机放在靠近刷卡机
的位置。

乘客们排队排了十几
分钟才进地铁站。( c x )

雅加达地铁X射线机试用引发大排长龙

周一（7月4日)，雅加达地
铁站X射线机试用。
(图片来源于雅加达地铁公司)

女嫌疑犯被刑拘。（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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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俄 罗 斯 国 防 部 消
息，绍伊古向俄总统普京
汇报说，俄军已“解放”
卢甘斯克地区，俄军和卢
甘斯克武装力量已完全控
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及其周
边居民点。

俄国防部3日说，乌克
兰军队于当日凌晨使用带
有集束弹药的“圆点-U”
导弹及无人机对俄罗斯别
尔哥罗德市和库尔斯克市
的居民区实施打击。导弹
和无人机均被俄防空系统

摧毁，一枚导弹碎片落在
别尔哥罗德市内一栋住宅
楼上。别尔哥罗德州州长
格拉德科夫当日通报，袭
击造成4人死亡、4人受
伤，61栋民宅受损。

俄国防部3日通报说，
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
事行动持续推进，乌方
在各方向作战中均遭遇
重大损失。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3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
允许乌克兰停战，甚至不
允许乌克兰思考或谈论关
于和平的问题。

乌通社3日援引乌克兰
国防部长顾问尤里·萨克
的话说，利西昌斯克未被
俄军完全控制。萨克说，

即使俄罗斯攻占了整个卢
甘斯克地区，争夺顿巴斯
的战斗也不会结束，在顿
涅茨克地区，乌军仍然控
制着一些大城市，过去数
日，这些城市成为俄军火
箭弹和火炮的攻击目标。

乌通社3日援引乌各地方
军事部门消息报道，截至3
日上午，卢甘斯克、顿涅茨
克、哈尔科夫、苏梅、尼古
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
夫斯克、敖德萨等地区在
过去一天遭到俄军袭击。

据乌通社3日报道，乌
克兰驻法国大使瓦季姆·
奥梅利琴科在一档电视节
目中说，法国援助的武器
装备将于未来数周运抵乌
克兰，包括“凯撒”自行
榴弹炮。

俄宣布已控制卢甘斯克 

乌表示继续争夺顿巴斯

6月20日，顿涅茨克当地居民从被损坏的建筑撤离。

【新华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3日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

乌克兰方面说，即使俄罗斯攻占了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争夺顿巴斯的战斗也不会结束。

【海外网】在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
韦德案”的判决后，美国
已经有近8 0万人签署请
愿书，要求弹劾最高法院
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请愿书表示，
托马斯推翻堕胎权、其妻
子曾密谋推翻2020年总统
大选结果等表明，他无法
成为一名公正的法官。

据《国会山报》报道，倡
导自由主义的组织MoveOn
提出了这项请愿书，并指出
托马斯是否认堕胎权这一宪
法权利存在的法官之一。请
愿书还抨击托马斯的妻子
曾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
果一事，“种种事件表明，

托马斯无法成为公正的联
邦最高法院法官。托马斯
更关心的是掩盖他妻子推
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
企图。托马斯必须辞职，
否则国会必须对其进行调

查，并将其弹劾。”截至
当地时间7月1日晚，已有超
过786000人签署请愿书。

报道指出，托马斯的
现任妻子弗吉尼亚·托马
斯曾对前总统特朗普表达
支持。在美国国会正对国
会山骚乱事件进行调查之
际，弗吉尼亚公开支持特
朗普、否认现总统拜登当
选。弗吉尼亚还曾与特朗
普的律师通信，这位律师
负责起草有关推翻20 2 0
年总统大选结果计划的备
忘录。

报道称，美国民主党众
议员亚历山大里亚·奥卡
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 i o-Co r t e z）等议员

表示，如果有大法官在堕
胎权问题上“误导了”他
人，就应该面临一定后
果，包括被弹劾。6月24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
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
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
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
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
法保护。支持推翻“罗诉
韦德案”的保守派大法官
托马斯、阿利托、戈萨
奇、卡瓦诺和巴雷特等人
在此前各自的提名听证会
都回避了是否会推翻该案
的问题，或是表明自己不
支持推翻先前判例。但在
此次裁决结果公布后，这
些人遭到了批评。

约80万美国人请愿弹劾反堕胎大法官托马斯，称其“不公正”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

【海外网】据日本TBS
电视台报道，日本4日公
布国会议员2021年收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收入居
各党党首首位。

参与统计的日本国会议
员共578人，人均收入为
22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12万元），较2020年减
少162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8万元）。收入最高的
是自民党参议员元荣太一
郎，因投资信托业务，
其收入为12.9261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638万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收入

为2837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140万元），比上一年
增加624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30万元）。各党党首
中只有岸田收入比上一年
增加。日本时事通信社消
息称，岸田在去年秋季的
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众议院
选举期间频繁在媒体节目
曝光，演出费、稿酬等杂
项收入达695万日元（约
合人民币34万元）。

日本4日公布国会议员2021年收入。

日本各党党首2021年收入曝光 

首相岸田文雄最高

【中新社】东京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电
信运营商KDDI宣布，截至当
地时间4日7时，互联网等
数据通信在“全国范围已
基本恢复”。该公司因设
备问题而引发的通信故障
从当地时间2日凌晨1点35
分左右起持续了48个小时以
上，成为罕见事态。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
道，当地时间2日凌晨起，
日本电信运营商KDDI因设备
问题突发通信故障，全日本
3915万手机用户无法正常
通信。日本总务大臣金子
恭之3日召开临时记者会，
他认为此次故障属于《电
气通信事业法》上的“重
大事故”。报道称，截至4日

上午，用户语音通话功能仍
未完全恢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此次故障是因定期维护、
更换语音通话服务相关设
备时出现了问题。虽然实
施了修复作业，但另有系
统连锁出现故障，导致通
话与数据通信服务持续难
以使用。据报道，根据日

本《电气通信事业法》规
定，若超过3万人在1小时
以上无法拨打紧急电话联系
上消防或警方，这种情况将
被视为“重大事故”。

据报道，受此影响，日
本大垣共立银行曾有190台
ATM机无法启动。截至4日
上午11时，该银行仍有10
台ATM机无法启动工作。

日本大规模通信故障持续48小时以上 总务大臣称其为“重大事故”

【海外网】据香港文
汇网报道，4日凌晨，一
架由澳门特区飞往马来
西亚吉隆坡的波音737-
8 0 0 ( B C F )改装货机，
起飞不久后疑似机舱失
压，紧急转降香港国际
机场。

报道称，涉事飞机是
马来西亚Kargo Xpress
航空公司的货机，航班
编号WW816。当天凌晨
2时04分，该货机由澳门
机场16跑道起飞，约25

分钟后机舱气压系统出
现故障，恐发生失压情
况，机师于是联络就近
的航空管制区控制塔，
要求在澳门以南海域上
空盘旋。约2小时后机师
联络香港航空交通控制
中心，要求转降香港国
际机场。

香 港 机 场 消 防 队 发
出“局部戒备”指令，
货机于当天凌晨4时35
分安全降落，事件中无
人受伤。

港媒：波音737改装货机疑机舱失压 

急降香港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资料图。

【环球市场播报】最新
的商业调查显示，随着通
胀飙升，英国企业对前景
越来越悲观，投资计划似
乎停滞不前。

英国商会周一表示，在
5月16日至6月9日期间对
5700多家公司进行的调查
中，有54%的公司预计未

来12个月营业额将增加。
这低于上次调查的63%，是
自2020年底以来的最低比
例，当时许多企业都受到了
某种形式的疫情限制。

6 5%的企业表示，他
们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提
价，创下自1997年调查开
始以来的新高。

在零售和批发、建筑和
工程以及生产和制造行业，
这一比例上升到近80%。

受访企业认为，能源价
格、工资账单、燃料和原
材料成本的上涨是他们不
得不提价的原因。

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
他们没有增加投资的计

划，而且大多数公司预计
利润不会增长。

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前
景将令英国央行感到担
忧。英国央行的政策制定
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
高利率，以阻止即将触及
两位数的通胀率变得根深
蒂固。

英国商会调查：65%企业拟近期涨价 比例创历史新高

【参考消息网】据共
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3日就写进七国集团
首脑会议（G7峰会）声
明中的对俄罗斯产石油交
易价格设定上限一事表

示，预计将是目前价格的
大约一半。

岸田文雄在东京发表
街头演说时表示：“将
建立机制，把上限定为
现在价格的一半左右，

高于该价格则不购买、
不允许购买。”

报道称，G7作为对俄
罗斯加强制裁的一环，
就讨论对俄产石油交易
价 格 设 定 上 限 达 成 一

致，试图缩小俄罗斯获
取外汇的手段。

此外，岸田还指出俄乌
冲突导致物价高涨，宣称
G7峰会上确认将就物价高
涨对策展开合作。

岸田文雄称G7设定俄石油交易价格上限将是现价一半

【中国新闻网】据韩国
国际广播电台(KBS)7月4日
报道，受俄乌局势影响，能
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韩国
下半年的出口状况仍不容乐
观。对此，韩国政府制定了
紧急对策，将针对中小企业
和中坚企业的贸易融资规模
扩大40万亿韩元以上，并
着眼于解决物流困难。

据报道，韩国今年上
半年的出口额为3503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不过进
口额增长更快，今年上半
年出现了103亿美元的贸
易逆差，远超1997年上半
年91亿美元的最高纪录。

此外，今年上半年韩国
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能
源进口额同比剧增88%，
预计这种趋势在下半年仍
将持续。

韩国副总理秋庆镐表
示，俄乌冲突长期化导致

全球供应链持续不稳定，
航空、水运等出口物流费
用仍保持在高位，预计下
半年出口企业面临的环境
仍将十分艰巨。

为减轻这些企业的困
难，韩政府决定将针对中
小企业和中坚企业的贸易
融资规模扩大40万亿韩元
以上，并为缓解中小企业
物流困难提供支持。

此外，考虑到美国等主

要国家增长放缓、全球贸
易量萎缩等因素，韩政府
还将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出
口结构，如开拓欧洲、东
南亚等新市场，发展高科
技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出
口等更具前景的行业。

韩国政府将于本月内公
布半导体产业支援对策，
并将召开民官联合出口情
况评估会议，讨论减少贸
易逆差的方案。

韩国下半年出口状况仍不乐观 政府制定紧急对策

【界面新闻】《柬中
时报》7月4日消息，今年
上半年，柬埔寨发展理事
会(CDC)批准86个投资项
目，协议投资额达27.8亿
美元。获批的投资项目包
括制衣、制鞋和箱包厂、

水果加工厂、汽车组装
厂、轮胎厂、太阳能电池
板、家具厂、铁罐厂等。

　　C D C指出，随着
柬埔寨于去年年底重开国
门，经济活动正在加快复
苏。获批的新投资项目持

续上升，表明投资者对柬
埔寨的信心日益增强。

　　据报道，在经济活
动和商品出口持续从疫情
中复苏的带动下，世界银
行预测柬埔寨今年经济增
长4.5%。世行指出，今

年上半年，柬埔寨商品出
口额达48亿美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26%。服装、鞋
类产品、电子和汽车零部
件等制造业正在恢复，柬
埔寨对美国出口保持高速
增长。

柬埔寨经济强劲复苏 发展理事会上半年批准投资项目超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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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海上丝绸之路助力两国合作共赢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2022年7月2日在雅加达成立
群 贤 毕 至 ， 少 长 云

集。欢歌同笑语齐飞，礼
花与鲜花争艳。2022年7
月2日下午3点，在悠扬的
《天下苏商》歌声中，印
尼江苏商会理事会成立会
暨庆典在印尼雅加达PIK
高尔夫球场多功能厅隆重
开幕。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首
届秘书长陈颖首先回顾了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开始
创办到正式成立的⼼路历
程，同时指出：商会的成
⼼旨在增进中国与印尼两
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与经贸
互动，加强企业家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搭建良性互
通的平台。商会的主要职
能和任务是：引导会员遵
守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法律
法规，规范行业行为；为
在印尼投资、贸易的江苏
企业家提供商、税务、法
律、融、等面的咨询服务
和业务指导；举办必要的

商务活动，促进交流，增
进友谊；开展两地经济、
技术、贸易、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维护会员的
合法权益，教育、引导、
励会员承担社会责任，积
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等。

会上，郭节宏先荣任
届执会长；中交港湾沈
超任监事长；另外5家会
长单位，他们是：雅万钢
构单爱华，苏中建设王庆
宁，河海科技陈进，中材

国际李海涛以及中商国际
段耀胜；海天科技裴国春
和华丰钢构孙启丰当选为
常务副会长及其他11当
选为副会长单位；新纽顿
教育学院陈颖当选为秘书
长；理事会另有会员单位
30多位。

另外，商会还聘请了3
位荣誉理事长和10位荣誉
理事。中国驻印尼使馆前
任武官韩卫兵、印尼中国
总商会副主席杜、前印尼

三星将军Dr. Desi Albert 
Mamahit,MSc,廖内群岛
中资企业商会会长李光、
中哇中国商联谊会会长以
及代表员、浙江商会代表
以及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
会员和特邀嘉宾百余出席
了本次活动。

本次印尼江苏商会理事
会的成活动还受到了江苏
省家乡政府各界领导的持
和关注，发来贺信的单位
有：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

会；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锡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扬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南
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镇江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徐州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泰州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安
市归侨侨眷联合会；东台
市归侨侨眷联合会；如皋
市归侨侨眷联合会。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
的成，必将进⼼步团结凝
聚在印尼的江苏华商和社

会各界，为“带路”建设
的深开展，为中印尼两国
的合作共赢，为两国⼼民
的世代友好注⼼新的机和
活⼼。

天 下 苏 商 ， 胸 怀 天
下，以“厚德，崇，实
业，创新”苏商精神为宗
旨，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正式
启航！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
会秘书处供稿）

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筹备组与荣誉理事嘉宾合影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监事长给会长单位授牌

参加庆典活动的印尼江苏商会理事会会员合影 庆典活动现场

6月24日，2022年第二十
一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印尼赛区总决
赛、第十五届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暨第二届世界小学生
中文秀圆满收官。在大学生
中文比赛印尼赛区总决赛
中，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参赛
选手一举夺冠！本次比赛由
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
流中心、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主办，印尼雅加达华文教
育协调机构（以下简称“雅
协”）、印尼阿拉扎大学孔
子学院承办，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陆慷大使、印尼阿拉扎
大学校长阿瑟普先生为比赛
致辞。来自中、印尼的专家
陈敏、PITA、蔡建丰、吴丽
娟、MUHAMMAD KHODIR等
担任此次比赛的评委。出席
本次比赛的嘉宾还包括雅协
主席、组委会主人蔡昌杰、
雅协辅导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颜培椿、辅导委员会副主席
田锦堂等人。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比
赛以线上形式进行。比赛分
为小学组、中学组和大学组
三个组别，涵盖了汉语学习
者的各个年龄段。共有来自
印尼不同省份的82名选手参
赛，巴布亚省也首次派出了
本省选手，加入到这次比赛
盛况中来。根据比赛组别间
差异，本次比赛内容也有所
区分：小学组比赛内容包括
个人演讲和才艺展示；除此
之外，中学组、大学生组比
赛内容还包括中国国情文化
知识笔试和即兴作答环节。
经过四个环节的激烈角逐，
我院学生陈佳馨（Michelle）
荣膺冠军，易映欣（Ste-
fanie）摘得三等奖，邓棻璘
（Laveleen Clarissa）夺得最佳
口才奖，许嘉洳（Celia Ce-
lesta）赢得最佳风采奖。另
外，华春桑及亚院华文系全

体教师荣获最佳辅导奖！6
月22日23日，小学组、中学
组个人演讲和才艺展示率先
展开。23日晚，中学组和大
学生组中国国情文化笔试同
时进行。大学组个人演讲、
即兴作答、才艺展示以及各
比赛组的颁奖仪式则于24日
进行。27位选手围绕“天下
一家”这一主题，真挚表达
自己的观点，尽情展示自
己的演讲才能。陈佳馨同学
沉稳恬静，其《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立意高远，警示
我们要共同携手面对全球共
同发展中存在的挑战。演讲
期间，聊天区观众们嘉许连
连。易映欣同学仪态端庄，
举止优雅，《互通有无，天
下一家》一文强调国家间的
互通有无，引发大家对合作
共赢的认可。邓棻璘同学的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则
深切关注当下时局之变化，
以疫情为题，向大家展示特
殊时期下的同呼吸、共命运
的真实写照。许嘉洳同学
的《心手相牵、命运相连》
深刻地揭示了兄弟同心其利
断金的可贵精神，演讲期间
好评如潮。非华裔选手Kezia 
Kethrine Hasibuan（欧阳樱仙）
同学的《互帮互助，天下一
家》以在疫情期间中国援助
印尼抗疫物资实况为线，又
一次向大家证明守望相助、
和衷共济方能攻克时艰。

即兴作答紧随个人演
讲，每位选手在演讲完毕之
后要随机抽取考题并即刻作
答。即兴作答不像个人演讲
环节可以提前准备，它是对
选手的真实语言面貌、语言
及时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和考查。亚院的选手们在
这一环节沉重冷静，紧扣问
题，条理清晰，用词准确，
言之有物，毫无疑问地向大
家展示出其深厚的语言功底

和强大的语言运用能力。
本次“汉语桥”比赛

中华才艺展示采用提前录
制、提交视频作品的方式。
待所有组别个人演讲和即
兴作答环节结束，稍作休
息，13:30举办方向大家依
次播放选手们的才艺视频。
选手们各个卧虎藏龙，才艺
傍身，才艺类型不一、数不
胜数。武术、快板、朗诵、
古筝、京歌、汉唐舞、通
俗歌曲、古风戏腔歌曲等
等，让人目不暇接。伴随着
古风古韵的唱腔，陈佳馨同
学演唱的京歌《梨花颂》，
有板有眼，声音大气、优
美，韵味十足，仿佛将大家
带入了一个京剧的世界。邓
棻璘深情演唱《赤伶》，先
以沉稳且富有磁性的声线深
情诉说，不断渲染铺垫悲
壮凄婉气氛；转瞬间，忽地
嗓音一转，空灵悠扬的歌声
如清泉流淌，细腻婉转、温
柔隽永。易映欣的快板节
目《粉红女》节奏准确、统
一，说词与节奏统一。且在
表演时，形象大方，眼神凝
聚，抬手、迈步组合相得益
彰，瞬间直抓众人眼球。许
嘉洳一曲行云流水般地古筝
独奏——《瑶族歌曲》将观
众们带入到了美妙的丝竹世
界。只见许嘉洳颈挂银项
圈，一袭红色的苗族服饰，
端庄大方地坐在古筝前，手
指优美地拨弄着琴弦，时急
时缓，丰富、生动的展现了
瑶族民众欢歌热舞的喜庆场
面，让人如临现场，感染力
十足。欧阳樱仙同学身着汉
服深情演绎汉唐古典舞《双
面燕洵》，通过身体借助动
做讲自身的形象表现出来，
将真实的舞剧情节展示淋漓
尽致地展示给观众。

比赛当天，选手们声情
并茂的演讲、丰富多彩的才
艺还有流利自信的对话，全
方位展示了印尼汉语学习者
的风貌，展示了亚院汉语学
习者的风貌。亚院选手在第
二十一届“汉语桥”大学生

中文比赛印尼总决赛中大放
异彩，再现辉煌，这与亚院
全体教师的严谨认真教学、
不辞辛劳辅导有着莫大的关
系，这也与参赛选手们的积
极备战、刻苦练习、精益求
精紧密相连。是苏北华联和
亚院领导强大的领导，是亚
院老师们默默地支持，是亚
院老师们和选手们赛前一次
又一次地排练，造就了又一
个辉煌的今天！

赛前，5月30日亚院通过
zoom平台举办了线上有关“
汉语桥”筹备会议，院长第
三助理黄瑜茜主持了本次会
议，筹委会委员均出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对所有筹委会
委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确
定了才艺总辅导老师、演讲
总辅导老师、中国国情文化
知识辅导老师、个人辅导老
师，并详细制定了紧密的彩
排计划表。筹委会委员们也
纷纷发表建议，为接下来的
比赛出谋划策。“汉语桥”
苏北省级比赛前，于6月10
日、6月13日进行了两次紧
锣密鼓的排练。印尼赛区总
决赛前一日，即6月23日又
进行最后一次彩排。苏北华
联副秘书长陈德海应邀作
为才艺总辅导老师出席了彩
排，苏北华联领导们应邀出
席了第三次彩排，苏北华联
署理主席徐煜权致辞致辞，
为大家加油打气。

6月10日第一次彩排，筹
委会老师们为每位选手的个
人演讲计时并为中国国情文
化知识笔试打分，以让选手
知晓个人演讲的时间把握以
及对中国国情文化知识的掌
握度。辅导老师们也分别就
其所负责的辅导单元对每位
选手的个人演讲、即兴作答
和才艺展示一一做出点评，
指出具体问题并提出可行的
修改意见。筹委会的其他老
师们也提出了她们宝贵的意
见。短短两日之后的第二次
彩排就明显看到了选手们的
进步，第一次彩排时辅导老
师们所指出的问题已基本上

得到改正。这期间老师和学
生的付出和努力可想而知。
参赛选手之一的欧阳樱仙在
这两天时间里，既要重新熟
悉再次修改的稿子，同时还
要排练舞蹈。据辅导老师华
春桑老师所说，晚上两点
欧阳樱仙还在练习。其个人
指导华老师也是不分工作时
间和休息时间，一点点地细
细地指导舞蹈的动作，力求
舞姿更传神。第二次排练，
辅导老师及筹委会其他老师
对每位选手进行综合点评，
全方位、多方面地指导提出
建议。像对待珍贵的玉器一
样，对每一位选手精心雕
琢，力求更上一层楼。

经过前面两次的彩排、
课下师生的多次练习以及苏
北赛区的实，在总决赛前一
天的最后一场排练中，选手
们无论是在个人演讲、即兴
作答还是才艺展示方面都有
着明显地改进。之前出现
的小问题、小毛病在老师和
选手们的通力协作下，悉
数全无。诸位筹委会老师们
连连称赞叫好，纷纷为选手
们打气加油。才艺辅导老师
柳添贵对参赛选手们说：“
大家轻松上场，不要担心，
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才
艺辅导老师华春桑对大家
给予深厚希望，“你们紧
张的时候不要总想着这是自
己在比赛，要时刻想着这
场比赛是为了亚院，为了苏

北......”演讲总辅导老师
黄良艳安抚大家并送出真挚
的祝福：“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我们大家与你们一路
同行......祝愿大家旗开得
胜，我们静候王者归来！”

亚院的老师们在时间、
精力上不仅付出诸多，在
其他方面也做出了大力的支
持。前期彩排的时候参赛选
手们是自己录制视频并提交
给学校，效果不甚理想。为
提高才艺展示效果，筹委会
老师提议并决定采用比较专
业的视频录制方案。这一有
效举措在苏北省级比赛的时
候便呈现出它的加分作用。
再加上选手们在个人演讲和
即兴作答环节的正常发挥，
亚院所选派的六位选手分
别获得苏北省级的冠军、亚
军、季军、优秀奖及最佳人
气奖。这一明智举措在全国
总决赛中更是收获了一波波
好评，使得亚院的选手们在
才艺展示环节大放光彩，并
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在这片广袤
的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华裔
身怀大爱、不忘初心，为华
文教育的发展奋斗不息着。
在这前行的路上，亚院的华
文教育也在蓬勃有序地发展
着。在这大时局、大背景
下，印尼的华文教育也将继
续向前推进！中印尼的友好
关系也会更加深厚！
（亚院教师黄良艳供稿）

王者归来，捍卫荣耀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再度问鼎“汉语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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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今 年 7 月 4 日 （ 农 历 壬
寅年六月初六），适逢
雅加达南部Karet Se-
manggi区Jl.Prof.Sat r io 
No.2的加烈福德正神庙
（Wihara Amurva Bhu-
mi）庆祝建庙102周年纪
念，庙方于当天举行一
系列庆祝活动，并恭请
释传修法师带领信众一
起诵经，虔诚膜拜，祈
求该庙敬奉主神福德正
神庇佑我国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人民幸福，
众生安乐。

此次向民众开放的庆
典活动除了安排传统音
乐Gambang Kromong和
歌唱表演之外，还有一
场放生鱼鸟的仪式。

加 烈 福 德 正 神 庙 基
金会主席李传国，副主
席陈焕美，监察长李家
生，监察委员李海泳、
张明添、关民宝，财政
黄汉明、李英明，秘书
陈莲花、李传进等理事
及信众，逾500人出席活
动，共襄盛举。

据悉，加烈福德正神
庙始创于20世纪初，至

今已经有100多年悠久历
史。1984年5月2日该庙
进行了重建，并于1984
年12月22日（农历十一
月初二日）举行开幕典
礼。当时，加烈福德正
神庙是为了纪念福德正
神而兴建了这座寺庙。
此外，庙里也供奉着关
圣帝君等诸神仙。

每 逢 初 一 十 五 ， 都
会有不少人前来该庙上
香，另在每年春节的到
来之际，也显得格外热
闹，张灯结彩，香火鼎
盛。

雅加达南部加烈福德正神庙庆祝建庙102周年纪念

雅加达台湾学校(Jakarta 
Taipei School)于6月27日，
由国际语文部举办了一场饶
富创意的印尼小学士竞赛，
运用多媒体Kahoot线上即时
问答游戏融入印尼本土文化
与常识，小学生以快问快答
的方式现场竞赛，点答越
快、答对最多的小组即可成
为此竞赛的赢家。

在国际语文部主任陈
郁安带领下，印尼文组长
Pak Sangga会同所有印尼
文教师团队Ibu Rica、Ibu 
Syifa、Ibu Dhidi筹备活动，
以印尼社会、常识、文化

等主题，设计不同难度的
挑战题目，经过多次的测
试讨论，才完成所有即时
问答的题目。此外特地以
印尼当地代表动物命名各
小组，如科摩多龙、苏门
答腊犀牛、苏门答腊虎、
红毛猩猩等为吉祥物，象
征着文化和野生动物的多
样性，获胜队伍也能获得
这些濒临绝种动物的玩偶
做为礼物。

比赛开始即由各班派出
三人小组上台参加，每组以
象征的动物名称加入Kahoot
游戏，当萤幕上出现题目

团队合作不分家、脑力激荡你我他

印尼文化小学士快问快答赛
后，组员们经快速讨论后按
下作答钮，萤幕上即出现答
题正确且最快速的队伍及分
数，竞赛过程紧张刺激，只

听到加油声此起彼落，大家
都为了获得吉祥物而奋力回
答各式不同的题目，对于同
时学习中、印、英三语的雅

台校学生来说，不知不觉中
透过有趣的竞赛过程，不但
加深了平时印尼文的学习，
更能将习得的语言技能，实

际运用于日常生活知识中，
确实展现一个多元学习的成
效。 
（雅加达台湾学校 供稿）

G1获奖队伍 G2获奖队伍

G3获奖队伍 G4获奖队伍 G5获奖队伍

左起：李卜深、李传国、陈莲花、关民宝、黄汉明、李家生、张明添、李传进在寺庙
前合影。

释传修法师带领信众一起诵经及虔诚膜拜。 基金会主席李传国（右）和监察长李家生（左）主持点灯。

理事黄汉明（右）和李卜深（
左）为生日蛋糕点灯。

左起：陈鸿辉、李传国、李家生、李中印合影。

右起：李家生、李传进、陈莲花、黄汉明、李传国、张明
添主持放生。

加烈福德正神庙一景。
释传修法师主持放生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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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毅 说 ， 今 年 以
来，中柬高层交往频
繁，铁杆友谊不断升
华，全方位合作走在
中国同地区国家关系
前列。新形势下，中
方愿同柬方进一步落
实高层战略共识，加
强沟通，深化合作，
把中柬命运共同体巩
固好、建设好，以更
多可视成果迎接明年
中柬建交65周年。作
为休戚与共的战略伙
伴，中方将继续同柬
方坚定站在一起，为
柬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持续提供支持帮助。

布 拉 索 昆 表 示 ，
柬埔寨高度赞赏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相信这两大倡议
将为世界和平和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柬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
劲有力，柬政府和人
民感谢中方始终尊重
柬埔寨国情，坚定支
持 柬 国 家 发 展 。 柬
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
方在台湾、涉港、涉
疆、涉藏等问题上的
立场，希同中方保持
高层交往，加强战略
沟通，以更多合作成
果共同庆祝两国建交
65周年。

双方表示将持续推
进“一带一路”同柬
发展战略深入对接，
建设好西哈努克港经
济特区，扎实推进金
边—西港高速公路等
基础设施项目。

双 方 同 意 继 续 开
展 抗 疫 、 农 业 、 环
保、科技、人文等领
域交流合作。王毅表

示，中方将根据柬方
需求，及时交付剩余
1500万剂疫苗援助，
尽快移交援柬抗疫物
资，扩大柬大米对华
出口，增开两国直航
航班，积极协调首批
柬留学生返华复学。

双方就中国东盟关
系深入沟通。王毅表
示，中方全力支持柬
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
重要作用，愿同东盟
方面共同秉持“三个
坚持”：一是坚持东
盟中心地位，保持战
略自主、维护多边主
义，抓牢地区安全主
导权。二是坚持合作
共赢导向，以建设中
国东盟“五大家园”
为目标，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为动
力，全面有效实施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协

定，尽早启动中国东
盟自贸区3.0版建设，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增
添更多确定性和正能
量。三是坚持妥善处
理敏感问题，把稳互
利合作主基调，反对
在本地区搞阵营对立
和分裂对抗，抵制将
东亚合作平台变成大
国“角斗场”。

布拉索昆表示，柬
方反对外部势力对本

地区事务指手画脚、
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
队、推行零和思维和
地缘博弈。面对当前
复杂多变形势，柬埔
寨将坚定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本着互利共
赢精神，同中方携手
努力，维护本地区和
平稳定繁荣。

双 方 还 就 缅 甸 局
势、南海问题及加强澜
湄合作等交换了看法。

美驻华大使称望中方勿再指责是北约发起俄乌冲突
中方：始终独立自主作出判断

针对美国驻华大使称望中方勿再
指责是北约发起俄乌冲突，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
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
出客观公正判断。赵立坚表示，一贯
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的是美方有关官
员，不是中方。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
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
自主作出客观公正判断。赵立坚说，
关于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问题，包括
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有大量事
实和依据，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切，
美国有责任给世人一个交代。美国为
何不开放德特里克堡及其海外生物实
验室供国际独立核查？为什么独家阻
挡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
制？。赵立坚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舰艇在
附近海域活动正当合法，日方无权说
三道四。（中新社）

异国蔬果“飘香”中老铁路
4日讯，记者4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获悉，中老铁路开通满7个月，
累计发送旅客411万人次（中国段357
万人次、老挝段54万人次），累计
发送货物503万吨（其中跨境货物84
万吨），来自中国、泰国、越南等地
的蔬果实现冷链国际联运双向对流。
中老铁路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首都
万象，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以
来，采用“门到门”“一柜到底”的
公铁联运模式，将中国云南的蔬菜、
鲜花运送至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等
地，并将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山
竹等水果运输至昆明后分拨至中国各
地，实现中老铁路冷链国际联运的双
向对流。这意味着中老铁路冷链国际
运输进入常态化运营，初步建立了覆
盖南亚东南亚的地区间国际冷链物流
网络。此外，中老铁路还运用先进科
技设备，运输更安全更高效。设置大
型集装箱非侵入式高科技检查设备，
对于装载出口蔬菜、鲜花等生活快消
品的国际货物列车进行自动扫描，单
列列车扫描仅需1至2分钟，可实现以
快捷、精准的机检查验辅助传统人工
掏箱作业，大幅提升风险排查效率和
海关整体监管效能。（中新社）

台湾新增确诊数维持2万例以上
一女童发病4日即病故

4日讯，台湾当局“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4日公布，当日新增新冠肺炎
本地确诊病例23045例，虽仍维持在
2万例以上，但已是今年5月3日以来
新低。另新增境外输入病例73例，死
亡病例69例。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
网等媒体报道，近期台湾疫情整体呈
现回落趋势。不过，“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表示，周一确诊数字通常是一
周内最低的，主因周末假期看诊人数
相对下降。此外，境外输入病例中持
续检出奥密克戎亚型BA.4及BA.5变
异株，眼下又进入暑期，旅游、聚会
增多，暂不会放宽现行边境管制。当
日新增死亡病例中，有一例为一名1
岁女童。该名女童从6月28日出现高
烧症状，到确诊新冠肺炎、怀疑并发
脑炎至7月1日抢救无效死亡，仅经
过四天。当天还新增2例儿童重症病
例。目前全台累计有儿童重症病例83
例，其中21例死亡。截至目前，全台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逾389万例，
其中本地确诊病例逾387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7025例。（中新社）

澳门新增68名感染者 
将推第4剂疫苗接种计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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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通报，澳门在7月3日增加68名阳性
感染者，本轮疫情暴发至今共有852名
阳性感染者。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澳
门的核酸检测能力为7万管，按照现在
的10混1检测方法，一天可以检测71万
人的样本。原则上，全民核酸检测可
在2天内得出结果报告。本周澳门将进
行三轮的全民核酸检测。应变协调中
心呼吁市民，参加核酸检测应选择隔
日进行， 以确保前一轮的检测已有结
果。应变协调中心还表示，部分较早
前已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的人士，至今
距离接种期已有一段时间，按照不同
地方经验，稍后将考虑为长者等风险
特别高的人士，推出接种第4剂新冠疫
苗计划。经过风险评估，应变协调中
心认为对大厦进行封控，有助减少社
区传播风险。有关部门封控大厦后，
会马上进行“洗楼”工作，为居民进
行第一次核酸检测，如发现相当部分
的阳性感染者，随后便会对大厦进行
封控管理。（中新社）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缅甸蒲甘出席澜湄合
作第七次外长会期间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
臣布拉索昆。

  王毅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抵制将东亚合作平台变成大国“角斗场”
【中新社北京4日讯】当地时间7月3日，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缅甸蒲甘出席澜湄合作第七次外长

会期间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

【中新社北京4日讯】
当地时间7月3日，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缅甸
蒲甘出席澜湄合作第七次
外长会期间会见老挝副
总理兼外长沙伦赛。

王毅说，在两国元
首战略引领下，中老命
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双边贸易逆势
攀升，中老铁路高效运
行，为共建“一带一
路”和区域联动注入新
动能，为地区发展繁荣作
出新贡献。面对当前复
杂国际形势，中老作为
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
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互利合作，共
同迎接挑战，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推动中老命运共

同体建设取得更大发展。
沙伦赛表示，当前

老中关系势头强劲，特
别是老中铁路如期竣
工、成功运行，充分彰
显了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价值和巨大成
果。这条铁路不仅有助
于使老从陆锁国变为陆
联国，为老人民带来福
祉，也为区域合作注入
动力，老方对此充满自
豪。老挝政府和人民深
切感受到中方对两国关
系的高度重视，衷心感
谢中方的无私帮助，对
老中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满怀期待，希同中方密
切发展战略对接，推动
双方一系列新的合作规
划更好更快落地。

双方认为，应发挥
中老铁路辐射效应，积
极探索将沿线物流链、
价值链、产业链有机衔
接，实现高水平联通，
推进第三方合作。

双方认为，应共同
抵制冷战思维和零和博
弈，反对某些国家肆意
奉行双重标准，干扰破坏
各国间交往合作。王毅强
调，中方愿同各国一道，
坚持追求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真安
全，不要唯我独尊、崇
尚对抗的假安全；坚持
推动平衡协调、普惠共
赢的真发展，不要损人
利己、口惠而实不至的
假发展；坚持维护联合
国宪章宗旨原则、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真秩序，
不要以“家法帮规”限
制别国、大搞霸道霸凌
的假秩序。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会见后，双方共同

出席了海关、教育、农
业等双边合作文件互换
仪式。

王毅会见老挝副总理兼外长 

双方认为应共同抵制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缅甸蒲甘出席澜湄合作第
七次外长会期间会见老挝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　

【中新社广州4日讯】
广州港集团4日发布消息
称，今年上半年（1月至
6月），广州港南沙港区
实现外贸航线、外贸集
装箱量双增长。

今年上半年，广州港
集团延伸港口物流链，加
密外贸班轮航线。据统
计，1月至6月，该集团净
增外贸班轮航线13条，带
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
增长9.5%，其中，南沙
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
比增长16.5%。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
心总监朱嘉明称，从上
半年看，外贸企业对往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的航
线需求明显增加，上半年
净增的13条航线有11条是
RCEP航线。

据介绍，广州港集团

紧抓RCEP机遇，推动船
公司在南沙新增航线和
运力，为腹地企业提供
更多航线产品选择，并
发挥广州港驻海外的办
事处营销效能，拓展地
中海航线MED、美国东
岸直航航线AEC等欧美
远洋航线陆续挂靠南沙
港区。

截至今年6月底，广州
港集团共有集装箱班轮
航线199条，其中外贸航
线154条；南沙港区已
开辟180条班轮航线，
其中148条外贸航线。

与此同时，以南沙国
际物流中心南区投产运营
为契机，广州港集团拓展
水果和冻品进出口业务，
成功操作“智利车厘子快
船”“东南亚进口水果快
线”，今年1月至5月南沙
港区完成进口水果量同比
去年增长8倍。

【中新社上海4日讯】
瑞银集团（UBS）旗下瑞
银资产管理4日发布调查
报告称，全球央行对美
元和人民币需求强劲。

瑞银资产管理今年4
月至6月调查了全球30
余位央行储备经理，调
查结果构成了对全球央
行储备管理活动较具权
威性的分析。

调查显示，相比前

几年，全球央行的美元
配置（和预期配置）有
所增加，而对欧元的兴
趣似乎在减弱。加元和
澳元等原材料生产国货
币也出现净增长。人民
币则继续稳步获得储备
货币地位，85%受访
者考虑或已经投资人民
币，从2021年和2022年
及预期的净配置变化来
看，人民币几乎达到美

元的强势水平。
据调查，尽管宏观

和财务环境存在挑战，
全球央行储备经理们仍
在推进涵盖各类资产和
地区的多元化储备。半
数受访者认为被动型股
票是可投资的资产，这
是此项调查开展以来的
最高比例。对低流动性
资产类别的兴趣也在持
续增加，24％受访者

正考虑投资基础设施和
房地产等资产，以提高
收益。

调查显示，全球央
行储备经理们的主要关
注点是通胀和失控的利
率上涨，去年则是防
疫。逾八成受访者认为
美联储有望在202 3年
结束目前的加息周期。
关于当前的通胀率将是
长期的还是暂时的，经

理们的观点基本一分为
二，关于40年的债券牛
市是否已告终结也存在
类似分歧。

此外，全球央行储
备经理们对可持续发
展趋势的关注日益提
升，近四成受访者考虑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额外
的储备管理目标，他们
对绿色债券的需求也依
然强劲。

广州港南沙港区外贸航线

外贸集装箱量双增长 【中新社北京4日讯】 
6月中国楼市预期出现
明显改善。

58同城、安居客4
日发布的2022年《6
月 国 民 安 居 指 数 报
告》显示，当月反映
市场预期的三项指标
均出现好转：购房者
信心指数大幅回升，
全国新房找房热度继
续复苏，经纪人信心
指数也出现微涨。

报告指出，6月购
房者信心指数为105.0
，环比上涨12.0%。
对于未来房价走势的
看法，有39.7%的受
访购房者表示7月房价
将基本持平，56.4%
的购房者认为一二线
城市的房价短期内稳
定，未来还会有一定
上涨空间。

从找房热度来看， 
6月份中国新房找房热

度环比上涨2. 3%，
总体呈现上扬态势。
其中，一线城市新房
找 房 热 度 环 比 上 涨
16.9%，其中，上海
6月找房热度环比上
涨64.4%，深圳也有
9.0%的环比涨幅。

二 线 城 市 的 新 房
找房热度呈现明显分
化 ， 三 四 线 城 市 也
处于不断复苏中。成
都、佛山、哈尔滨等
部分城市因政策放松
热度显著上涨，二线
城 市 整 体 环 比 上 涨
0.2%。三四线重点城
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
上涨0.8%，其中五大
城市群涵盖区域的复
苏表现更为明显。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 
报告指出，6月经纪人
信心指数为96.1， 环比
微涨0.3%。53.9%
的房地产经纪人表示

7月份二手房价格将基
本持平，38.8%的经
纪人认为7月份二手房
市场购房需求量环比
将会上涨。

从房价来看，报告
指出，6月65个主要城
市新房线上均价整体
价格平稳，环比微跌
0.17%；65个主要城
市二手房挂牌均价波
动较小，全国环比微
涨0.36%。深圳、宁
波、绍兴、温州、北
京等落实二手房参考
价制度城市挂牌价格
环比下行。

58安居客房产研究
院分院院长张波预计，
下半年中国整体商品房
销量会明显超过上半
年，市场去化仍将面
临区域分化，不仅体
现在城市之间，板块
之间的分化也将表现
得更为明显。

6月中国购房者信心指数大幅回升

瑞银资产管理：全球央行对美元和人民币需求强劲



【新浪体育4日讯】国际
足联推出一个帐篷城方案，
计划今年冬天世界杯期间接
待球迷，每天花费350英镑。

帐篷城位于阿尔豪尔，
也是世界杯举办城市之一，
英格兰同美国的小组赛就
安排在这里，距离首都多哈
也仅40分钟车程。尽管需要

350英镑，但这仍比预定紧
张的酒店住宿廉价。

全新的帐篷城方案，客
房空间宽敞，配有空调、
套间浴室以及咖啡和茶
具。此外还配备了豪华的
电视、吹风机、熨斗和熨
衣板、冰箱、保险箱，甚
至还有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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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队第一得分
点，李盈莹以总分2 3 2
分排名得分榜第3，紧随
比利时主攻赫博茨（306
分）和日本主攻古贺纱
理那（243分）之后。李
盈莹进攻423扣斩获203
分，位列扣球榜第3，其
47.99%的进攻成功率更
是榜单前10选手中最高
的。李盈莹还以13个发

球直接得分名列发球榜次
席，排在首位的是斩获
20分的加拿大接应范赖
克。

除李盈莹外，中国女
排其他选手在个人技术榜
上都没能进入前3名。接
应龚翔宇在得分榜和扣球
榜均排名第12、发球榜
位列第9、防守榜排在第
14位；副攻袁心玥排名

发球榜第8、拦网榜第9
；副攻王媛媛位居拦网榜
第10；刁琳宇和丁霞在
二传榜分列第9和第12。

这 次 国 家 联 赛 中 国

女排的一传保障并不理
想。一传榜前20名也没
有中国球员的身影，排
名最靠前的李盈莹位列
第24位。

【新浪体育4日讯】在
布达佩斯，中国跳水梦之
队完成了对13个项目金牌
的全包揽。这不仅是跳水
梦之队在境外世锦赛上首
次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
落，与此同时也是第一支
能够两次在世锦赛跳水项
目上夺下全部冠军的荣耀
之师。中国队也毫无悬念
的赢得本届FINA世锦赛最
佳跳水队奖杯。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
届世锦赛中，1 5岁组合
全 红 婵 / 白 钰 鸣 在 混 合

全能团体比赛中，夺下
了梦之队在世锦赛跳水
项目上的第100金；截止
20 2 2布达佩斯游泳世锦
赛结束，中国跳水队迄
今共赢得了108枚世锦赛
金牌，另外还有5 6银和
2 8铜，只要在下一届世
锦赛上再夺8块奖牌，即
可达成世锦赛第200块奖
牌的目标。

中国跳水队在2022布达
佩斯世锦赛奖牌一览
女子10米台：陈芋汐、全
红婵

女双10米台：陈芋汐/全
红婵
男子10米台：杨健、杨昊
男双10米台：杨昊/练俊杰
女子3米板：陈艺文、昌
雅妮
女双3米板：陈艺文/昌雅妮
男子3米板：王宗源、曹
缘
男双3米板：曹缘/王宗源
女子1米板：李亚杰
男子1米板：王宗源
混双3米板：林珊/朱子锋
混双10米台：任茜/段宇
混合全能：全红婵/白钰鸣

【新浪体育4日讯】曼
城俱乐部官方宣布，已经
从利兹联队签下了英格兰
中场菲利普斯。双方签约
6年，菲利普斯将身穿4号
球衣。

据媒体报道，菲利普斯
的转会费为4200万英镑固
定，加上300万英镑的浮
动款项。

菲 利 普 斯 今 年 2 6
岁 ， 过 去 8 个 赛 季 他 出
场 2 3 5次，打入 1 4球，
助攻1 4次，他是英格兰
国脚，曾以主力身份帮
助 英 格 兰 打 入 2 0 2 0 年
欧洲杯决赛。

在利兹联队，菲利普斯
出场233次，打入13球，
助攻13次。

【新浪体育4日讯】阿森
纳官方宣布，俱乐部从曼城
签下了巴西前锋热苏斯。

据此前根据英媒以及记
者罗马诺透露，热苏斯此
次交易的转会费为4500万
英镑。

热苏斯现年25岁，2017
年他以32 0 0万欧的价格

从帕尔梅拉斯转会加盟曼
城。效力曼城的5年里，热
苏斯共出场236次，打进
95球并有46次助攻，期间
曼城获得11座各项赛事冠
军，其中有4座英超冠军。

21-22赛季，热苏斯代
表曼城的各赛事数据为41
场13球12助攻。

德约丢一盘淘汰荷兰大黑马 

夺温网25连胜晋级八强

国家女排联赛个人技术榜 

主攻李盈莹3榜位列前3名

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

【新浪体育4日讯】2022年国家女排联

赛分站赛全部结束，球员个人技术统计随

之更新。中国女排的主攻手李盈莹荣登3

榜单，在得分榜和扣球榜均位列第3、发

球排名第2，也是队中唯一在个人技术排

名榜上跻身三甲的选手。

真荣誉之师！

跳水梦之队13金全包揽 看谁是多金王

【新浪体育4日讯】2022年温
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第四轮
上演焦点战。赛会头号种子、
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经过四盘
大 战 ， 赶 在 当 地 时 间 2 3 点 宵
禁令生效清场前，以6-2/ 4-
6 / 6 - 1 / 6 - 2击败持外卡参赛
的荷兰大黑马范里霍温，取得
在全英俱乐部中央球场的36连
胜，并挺进男单八强！

德约科维奇豪取温网25连胜。
德约科维奇连续5次、也是生

涯第13次闯进温网男单八强。
德约科维奇生涯第53次锁定

大满贯单打1/4决赛入场券，追
平纳芙拉蒂洛娃并列历史榜单第
四，费德勒以58次居榜首。

德约科维奇先赢一盘之后4-6
丢掉次盘大比分一度被追平，这
也是他在本届赛事继首轮对阵权
纯雨之后丢掉的第二盘，不过范
里霍温随后体能出现问题，德约
科维奇很快便重新掌控比赛，并
最终以6-2/4-6/6-1/6-2胜
出，比赛结束时是当地时间22点
39分。

德约科维奇1/4决赛的对手将
是10号种子辛纳。

曼城官宣签下菲利普斯 

总价4500万镑签约6年

阿森纳官方宣布签下热苏斯 

转会费4500万镑

国际足联推帐篷城接待球迷 

世界杯每晚花费35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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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育女

作为成年人，生活中难
免有情绪失控、歇斯底里
的时候，但一个母亲如果
总是这样，会对孩子产生
不良影响。   

孩子年幼，难以理解
成人世界的复杂情感，也
无法承受成人世界中的烦
恼。面对妈妈跌宕起伏的
情绪，孩子往往会产生不
安、恐惧、焦虑，做任何
事情都谨小慎微，甚至出
现懦弱的表现。这样的孩
子长大后则会脾气异常暴
躁，影响生活、学业和人
际交往。为了孩子的健康成
长，作为母亲最好能做到以
下三点。

保持平静。面对孩子时
尽量保持情绪稳定，但做
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
妈妈们往往对孩子的缺点
和优点更敏感，看到孩子

的问题，很容易“一点就
炸”。其实这样不但不能
解决问题，还让孩子处在
应对妈妈情绪的漩涡中。
所以遇到问题，先冷静下
来，看看是孩子的问题，
还是自己的情绪问题，有
时候孩子的行为只不过是
一个触发点。此外，作为
母亲，平时也要给自己喘
息和充电的时间，哪怕每
天5分钟，给自己找个兴
趣爱好，发现生活中的小
确幸，做做冥想，感受当
下，给不良情绪找个宣泄
口。只有先学会爱自己，
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才能
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平和稳
定的一面。

懂得示弱。情绪稳定不
等于逞强。有些妈妈认为
情绪稳定的自己不能在孩子
面前示弱，不能表现出压力

大、难过或不舒服的样子。
但实际上，妈妈过于坚强、
强势，孩子反而会变“弱”
。所以不用逼着自己强大，
要知道妈妈也是人，面对生
活中大大小小的难题，也
有自己的苦恼。有时候适
当示弱既能给自己的困境找
一个出口，也能让孩子懂
得体谅。比如，当自己工作
太忙，但还要照顾孩子，无
暇分身时，可以表现出自己
憔悴的一面告诉孩子，“妈
妈现在需要帮助，你能不能
自己把玩具收拾整齐，帮妈
妈分担一下？”当妈妈示弱
后，孩子反而更加独立、勇
敢，尝试遇到问题后自己去
解决。

慈爱包容。一个好妈
妈，能够接纳孩子的喜好、
情绪和想法，也能接受孩子
的不完美。想要做一个慈爱
包容的母亲，首先要善于发
现孩子的闪光点。当孩子出
现问题时，不要急着批评，
多些理解，尝试站在孩子的
角度查明原因。当母亲能够
理解孩子的处境和心情时，
自然也会变得平和，不容
易着急。其实，成长中孩子
的问题主要是情绪问题，叛
逆、学习成绩不理想等多是
因为负面情绪困扰，如果父
母内心焦虑或暴躁，反而会
加重孩子的缠绕。▲

心平气和情绪稳定 适当示弱避免生硬

好妈妈要做到静、弱、慈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研究员 郑 蓉

医学前沿

演奏乐器 开发右脑

生活起居

心理门诊

中医养生

抑菌剂会伤害肠道
三氯生引发耐药性、肠炎，常添加 于玩具、化妆品、服装中

三氯生是一种抗菌物
质，存在于许多生活用品
中，包括玩具、化妆品、
瑜伽垫、运动服以及抗菌
肥皂等，以减少细菌的侵
害。直到2016年，美国食
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下令将其从家庭和医院使
用的洗手产品中移除，因
为担心它会导致更多的耐
药细菌出现。可三氯生还
是被广泛应用于牙膏中，

因为它可以预防牙龈炎。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

将三氯生与肠道菌群和肠道
炎症联系起来。近日，由美
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
分校和中国香港浸会大学领
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了引
发三氯生有害影响的细菌，
从而揭示了三氯生是如何引
发肠道炎症的。通过识别这
些通过三氯生产生耐药性而

导致炎症性肠病的细菌，可
以开发出诊断、预防和治疗
炎症性肠病的新方法。 这
一发现为治疗炎症性肠病提
供了新线索。

发表在《自然—通讯》
上的这项研究成果显示，
考虑到三氯生和相关化合
物对肠道的潜在危害，应
该重新评估其安全性，减
少使用含三氯生的生活用
品。▲（周 煜）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巨
量的信息，那么哪些内容
会入我们的“法眼”，哪
些又会被我们无视？伦敦
大学学院心理与语言科学
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人
们在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信
息时，通常会有三个关注
点。

一是预期效用，即能不
能解决自己实际的问题、
疑惑，是不是“干货”满

满；二是情感效应，即看
完后心情会不会变积极；
三是相关性，即这些信息
是不是自己经常思考、在
意的问题。研究人员对 
543 名参与者进行了5次
实验发现，大多数人都属
于这三类“信息搜索者”
中的一种，影响大部分的
信息获取和信息决策。

发表在《自然·通讯》
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提示，

既然公众对信息的偏好有
迹可循，那么重大政策、
报告的传播可以利用这
些心理特性，比如强调内
容的潜在实用性、引发读
者正向情绪等，来提高信
息的可读性，指导人们的
行为。尤其在新冠病毒疫
苗、气候变化、健康筛查
等重要公共领域，可以更
多地改进行文方式，提高
阅读率。▲（欧阳云霜）

英国最新研究揭示

什么样的信息吸引眼球

枸杞泡茶可养肾

一 项 发 表 在 《 流 行
病学与社区卫生》的研
究指出：男子长年单身
或感情连续破裂与血液
炎症标志物水平升高密
切相关。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尽管这种炎症归类为轻
症，但它是持续的，很
可能增加与年龄相关疾
病的患病几率和死亡风
险。

研究人员从哥本哈根
老龄化和中年生物库收
集了4835名48岁至62岁

的参与者数据，并将其
独居时长分为:1年以下
（对照组）;2~6年;7年
及以上。同时收集潜在
影响因素:年龄、受教
育程度、早年重大生活
事件(父母死亡、经济拮
据、家庭冲突、寄养)、
体重指数(BMI)、可能影
响炎症的用药情况(他汀
类药物、类固醇、非甾
体抗炎药、免疫抑制剂)
、近期炎症、个性特征(
神经质、亲和性和责任
心)。

最后检测血样中的炎
症标志物白介素6(IL-6)
和 c反应蛋白( C R P )。
研究发现，在男性参与
者中，分手次数最多的
人群炎症标志物水平最
高，比对照组高17%。
另外，独居时间7年或以
上的人群炎症标志物水
平高出12%。

研究人员表示，免疫
能力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减弱，这会导致系统
性炎症，很可能增加死亡
风险。▲（吕文开）

听音乐能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练乐器则有
益大脑。近期，日本东
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
化研究室和日本才能教
育研究会的研究小组在
《大脑皮层》杂志发表
的论文首次报告，无论
有无音乐经历，通过演
奏乐器的练习，均可使
右脑前外侧运动皮层和
感觉运动皮层变得更加
活跃。

研究小组以 9 8名 1 2
～17岁（多半为15岁）
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为对
象，根据乐器演奏练习
经验的不同分为3组，其
中33人为上过小提琴前
期中等课的铃木组，36

人为8岁前开始练习乐
器 的 早 期 组 （ 3 5 人 有
钢琴等键盘乐器练习经
验），29人为9岁后练
过乐器和无乐器练习经
验的晚期组，3组总练
习平均时间各自为3900
小时、2400小时、720
小时，进行本次试验。
长笛独奏录音被用作声
源，选用3种乐曲，先从
试验开始前一周，各听
3遍CD，然后在试验中
各听15秒乐曲，进行有
关测试项目的判断和回
答，并使用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fMR I）检测大
脑活动。

结果表明，三组均可
观察到右脑前外侧运动

皮层和感觉运动皮层的
活动；铃木组和早期组
可观察到大脑两个半球
共同的活动；仅铃木组
可观察到左脑听觉皮层
和右脑感觉运动皮层多
个区域的活动。研究还
发现，音乐表达与语言
解释和大脑功能之间存
在共性，学习语言与同
时学习音乐具有协同效
应。

研 究 证 明 ， 无 论 有
无音乐经历，乐器演奏
均有开发右脑功能的作
用 。 而 且 作 为 义 务 教
育的必修课，音乐要和
语 言 能 力 的 学 习 结 合
起 来 ， 选 择 教 材 和 乐
器。▲（宁蔚夏）

独居时间长 男性炎症高

湖北读者魏先生问：网上
有很多偏方妙方，说常吃韭
菜羊腰可以养肾壮阳，请问
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湖北省中医院肾病一科主
任、主任医师金劲松解答：
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
天之本，肾藏精，主生殖、
生长、发育。”人从小到
大到老，对应了肾精的逐渐
成长——顶峰——衰落。可
以说，肾好是身体健康的基
础，肾虚则代表人体能量亏

耗，随之会招来各种疾病。比
如，肾阳虚主要表现为寒性症
状，神疲乏力、精神不振、畏
寒怕冷、腰膝酸痛等，肾阴
虚主要表现为虚热性症状，
头晕耳鸣、失眠多梦、咽干颧
红，舌红少津等。

食疗是否可以养肾?本草
纲目：“韭菜煮食，归肾壮
阳，止泄精，暖腰膝。”韭
菜有一定滋补肾阳的功效。
但滋补肾阳，是长期缓慢的
过程，并非立马见效。中医

认为，羊腰子有温补肾精的
作用。但它嘌呤含量高，
过量食用不仅起不到养肾作
用，反而导致尿酸升高。要
想补肾，推荐一味药食同源
之品——枸杞，可以喝玫瑰
枸杞茶、菊花枸杞茶。

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很
多人平时喜欢泡枸杞茶喝，
千万别只顾喝水，泡了水的
枸杞一并吃掉效果才更好，
枸杞每日用量不宜超过15
克。▲



“啊？”江夕荷一阵傻

眼，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说：“所以你们是打算要

让对方狮子大开口，随人

喊价？”

池少霆点点头，“毕竟就

像你所说的，人家住得好

好的，咱们却要买他们的

宅子要他们搬家，不拿出

点诚意怎么行呢？三舅说

了，钱财乃身外之物，只

要事能成，花多少银子都

行。”

江夕荷张口结舌的看着

他，半晌后才道：“你们

可真行，果然是财大气

粗，饱汉不知饿汉饥，那

些穷苦的百姓们肯定恨死

你们了。”

这也难怪正房那位夫人会

恨死这个继子了。

池少霆啼笑皆非的看着

她，说：“那他们一定也

很恨夫人你，因为夫人可

比为夫还富有，三舅说，

大棚菜即便一年只卖这么

一季，也比庄家其它产业

辛苦经营一整年赚的还要

多得多，夫人将来肯定是

个大富婆，所以隔壁那宅

子即便卖得再贵，也只不

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不必

心疼。”

“敢情这买宅子的银子还

是我的银子啊？”江夕荷

哭笑不得。

池少霆轻愣了一下，问

她，“夫人介意吗？”

“九牛一毛，小Case。”

江夕荷大气的挥手道，决

定也要摆出一次财大气粗

的样子过过瘾。

“小Case是什么意思？”

池少霆不解的问道。

江夕荷愣了一下，完全没

注意到自己竟得意忘形到

把两辈子前的口头禅给甩

了出来。

“就是没问题，我不介意

的意思。”她有些不自然

的解释道，有点担心他会

接着问她，她怎会如此

说，又或者是他怎么从未

听人说过这个词之类的问

题。

结果他却一如往常的丝毫

没有追根究底的意图，毫

无疑问的就接受了她异正

常人的一切行为举止，让

她超级感激的。

“买宅子的银子是用外

祖父当年给娘的嫁妆买

的，夫人的银子还在三

舅那里，还没结算呢，放

心。”池少霆告诉她。

“啊？”江夕荷遏制不住

的一呆。“娘的嫁妆？”

“我都活着回来了，还娶

了妻子，那位夫人还有什

么理由把持着娘留下来的

嫁妆不交出来？那天我与

父亲提了下，那位不交出

来也得交出来。”池少霆

说。

“所以她真的全交出来

了？”江夕荷好奇的问。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

说可能吗？”池少霆冷哼

一声。

“那……”

“金银绸缎那类的东西早

已不存在，庄子铺子倒是

还在，不过里头从掌柜管

事到伙计杂役却已全是她

的人了。”

“就像你说的，都已过了

这么多年了，难免。”江

夕荷唏嘘道。

“所以我也懒得听她说各

种荒谬的理由与借口，直

接要她拿出一笔银两来给

我，就当买下那些铺子和

庄子的钱。”

“她就算是答应了，也不

可能一次拿出这么多银钱

吧？”

“所以我告诉她，我现在

只让她还铺子和庄子的部

分，如果她还不干脆还想

推托的话，我就让三舅出

马来与她说这件事，到时

候娘所留下的嫁妆她连一

根簪子或一锭银子都别想

赖掉，全都得照着嫁妆

单子上所记载的一件一件

吐出来。”池少霆得意的

对她说，随后又补充了一

句，“三舅的招牌真的挺

好用的。”

江夕荷瞬间就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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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伟 背 负 双 手 ， 正 在 来 回 踱
步。
我们一在山头现身，他只是冷

冷地向我们望了一眼，像是根本不认
识我们一样，便向里加度走了过去，
道：“里加度先生，这四块石碑，可

曾被移动过么！”
里加度怔了一怔，道：“没有这种
事，你发现藏宝的正确地点了么？”
白奇伟道：“如果没有，我的推论，
可以成立，你看，白凤之眼，朱雀
之眼，青龙之眼，白虎之眼，共透金
芒……”
他才讲到此处，里加度已经不耐烦
道：“我知道，那是甚么意思？”
白奇伟一跃，来到了一块石碑附近，
对里加度说：“这是白虎之眼。”敀
里加度道：“是啊，是白虎之眼，又
怎么样？”
白奇伟一俯身，拿起放在石碑旁的一
只强烈电筒，并将之打亮，将电筒凑
在那小孔上。
这时，天色已经十分黑暗，山头上虽
然拉上了电线，灯光通明，但是电筒
光从那小孔处透过去，远远地投在三
十码开外的一处地方。
白奇伟道：“里加度先生，请你在那
地方，做一个记号！”

里加度忙命一个胡克党徒，在那团亮
光处，插上了一条竹桩。
白奇伟身形一变，又来到了那列有青
龙图形的石碑之前，将电筒凑住龙眼
部份的那个小孔之上一照，电筒的光
芒，射了开去，一团光华，却正好照
在刚才所插的那根竹桩之上！
里加度发出了一声欢啸，道：“是这
里了！”
我和宋坚两人的心，向下一沉！
白奇伟这一次，寻找正确地点的方
法，和里加度不同，那竹桩所插的地
方。
离上次挖掘之处，约有二十多码的距
离，乃是一堆乱石，看来正像是有意
堆上去的一样！
如果，另外两块石碑之上的那个小
孔，在电筒光透过之际，也是照在那
个地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里将
是埋藏这笔庞大已极的财富的准确所
在地了！
我心中不断地苦笑，因为，怎么也料

不到，我竟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得知这
笔财富的准确地点，而财富的出现，
却也造成了我的死因！
我望了望宋坚，只见宋坚的面上，也
为之变色！
宋坚本是临危不乱，何等英雄的人，
而如今，七八个人以枪指住我们，围
成了一个圆圈，离得我们又远，我们
实无求生的可能！
里加度欢啸了一声之后，转过头来，
道：“两位，你们看怎么样？”
我和宋坚，自然没有法子出声。
白奇伟继续在第三块、第四块石碑小
孔上，凑近电筒去照射。
电筒射出来的光芒，都是落在同一个
地方，白奇伟不可一世地，像是一个
指挥着几万人的将军一样，向那地点
一指，道：“掘吧！”
里加度一挥手，一阵马达响，那辆掘
土机，又轧轧轧地开了过来。
白奇伟背负双手，向我们踱了过来，
道：“两位好！”

低头转身急道：“我到家了，
你快点回去吧……”
王智渊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举动

吓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拉住
她。

“韩家乐对你而言
代 表 什 么 样 的 意
义 ？ 你 说 她 是 波
吉……为什么你会
觉得妻子像你曾经
养过的杜宾狗？”
他被高泽说的话影
响了，对，肯定是
这样的，越看她就
越像波吉，才会使
他有奇怪的念头，
这念头今天若不好
好的确认一下，他
铁定会困扰的一直
想下去。
韩家乐眼见男人将
另一只手慢慢伸向

她，就像爱情文艺片中的男主角对着
女主角……她心脏猛跳开始期待，没
想到他一掌伸入她头发乱乱搅，破坏
她的发型，到底要做什么啊？

王智渊弄乱她的褐红色短发，就想再
揉一揉她红透的小脸蛋，啊，触感怎
么这么软嫩……她滑稽的表情逗他发
笑，她比波吉还可爱呢！
他奇怪的举动让她相当傻眼，她又不
是橡皮筋或面糊，他的手可不可以不
要在她脸上拉来揉去的吗？“你干么
呀……”
她抗议无用，他还敢笑，把她双颊往
左右两边拉。
“喂，你干么呀？会痛耶，不要
弄……”
他双手捧住她的脸蛋，用吻堵住她的
抗议。
韩家乐被他突如其来的亲吻弄得不知
所措，只能惊愕的瞪大双眼盯着近在
咫尺的俊颜。
王智渊老早就想这么做了，透过与她
接吻那酥麻美妙的感觉，他终于确认
对她的感觉是……
这时，某个人隐身在暗处，将这一幕

尽收眼底，那人被妒火烧心，极为愤
恨的从齿缝挤出话来，“我已经警告
你这么多次了，你却还是无视我，偏
要犯贱勾引男人……我不会再让你这
么做！”

第十一章 误解与危险

韩家乐忘了呼吸、忘了身在何方、忘
了正在做什么，只觉得自己被丢进一
个超现实的空间里，直到男人稍微退
开，双眼凝视着她，大手扶住她有些
摇晃的肩膀，她才又重新回到地球，
认清方才那个吻并非她的错觉。
“乐乐……”王智渊轻声低唤，两手
抚过她脸颊后，改握着她的手，好笑
的道：“接吻也可以呼吸，你不用一
直憋着气。”
“哈……”听到他这么说，她再也憋
不住的大口呼吸。

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过程。
没有永久的生命；也没有不老
的青春。
时间一到；该老的老；该走的
走。
我们最终也只是时间的过客。
又何必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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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龙的那声暴吼，因事出突然，

已惊得冷面天王班独微微一怔，

这“大力金则一指禅”，更是意

料不到、班独突地觉得右腕如受千钧重

击，麻木难抬。

杜人龙天心剑的耀目青虹，业已疾如电

闪地倒卷而出，口中并喊了声：“天蒙

寺三位大师在天有灵，杜人龙奉命代诛

老贼，替大师们报仇雪恨！”

剑虹掠处，冷面天王班独的斗大头颅飞

起半空，杜人龙当胸给他加上一脚，残

尸带着一溜血雨，飞坠幽谷、所留下的

只是天心六剑等人一片赞扬，青衣怪叟

邝华峰一声叹息，黑天狐宇文屏一阵慑

人心魄的桀桀狞笑。

在这种情况下，最感觉为难的还是青衣

怪叟邝华峰。

万想不到一个天心第五剑小摩勒杜人

龙，便能以一套似杖似鞭似斧似笔的神

奇莫测剑法，手刃冷面天王班独。

他们师兄弟姐妹共有六人，再加上魏无

双、奚沅在旁掠阵，自己则只剩下孑然

一人，斜上方的黑天孤宇文屏又在虎视

眈眈。战既无法讨好，逃更无此厚颜。

进退两难，真有些后悔自己与班独二

人，不该恃技逞强，以为这些后生小辈

不堪一击，毫未邀约帮手便上黄山，以

致弄得如此奇窘。

黑天狐宇文屏见状，又是一阵桀桀狞

笑，向青衣怪叟叫道：“邝华峰，班独

与你结为死党，一路同来，如今业已断

魂百丈危崖之下。常言说得好：‘兔死

狐悲，物伤其类！’如今你不但点泪

全无，战既不敢，逃又无颜。这副很狈

之状，武林十三奇的名头全部都被你丧

尽！”

青衣怪叟邝华峰是泥人，也被黑天狐宇

文屏的这几句话，气得无名心火高腾三

丈，狂吼一声，欲待拼命与黑天狐一

博。

那边葛龙骧却因见青衣怪叟这副进退为

难的窘状，想起人家也是一代宗师，有

点于心不忍，再默计蟠冢双凶、崂山四

恶之中，也数此人恶迹稍轻，遂向大师

兄尹一清低声笑道：“大师兄，我们既

然开创天心正派，凡事总该尽量上体天

心，小弟欲放这邝华峰一条生路，他年

若由此人身上生出是非，无论天大艰

巨，均由小弟独力承担如何？”

尹一清目注葛龙骧，点头笑道：“无怪

恩师师母特别看重师弟，不谈武功艺

业，光凭这仁慈侧隐的心术胸襟，已足

以领袖群伦，表率天下。本来‘得放手

时且放手，能饶人处使饶人！’天下

许多成大功立大业的豪杰英雄，何尝不

有—部份本是极恶之人，猛一回头便得

真觉。师弟宽仁厚德，于人于己获福无

量，你便宜行事便了。”

葛龙骧得了师兄允许，正值青衣怪叟邝

老峰被黑天狐宇文屏刺激得怒发如狂，

遂躬身深施一礼，含笑说道：“邝华前

辈请息盛怒，且听晚辈一言。”

青衣怪叟邝华峰此时主意早巳打定，认

为与其死在天心七剑这等后生下辈手

中，不如舍死与黑天狐宇文屏一拼。至

少也能耗去这恶毒妖妇一半真力，使她

同样难逃黄山此劫。也可算是自己间接

替江湖上略尽心力，除去一个大害。所

以把向来不轻用的得意兵刃“龙虎双

扣”握在手中，正待飞扑黑天狐，突听

天心七剑之中有人发话，回头见是葛龙

骧，而且礼节周到，神态谦和，称呼也

极为客气。遂一压龙虎双扣答道：“葛

小侠有话请讲．邝华峰与你素无渊源，

不必如此谦抑。”

葛龙骧又是一揖到地，躬身说道：“武

林之中，讲究的就是‘礼义’二字、老

前辈与家师齐名，葛龙骧求学后生，怎

敢无礼？”

站在高处的黑天狐宇文屏，因自己在这

始信峰头上下均已设了极历害的埋伏，

稳操一网打尽必胜之券，所以纵容调侃

叫道：“诸一涵门下，怎地全学会了这

套假仁假义？你叫他老前辈，可知道应

该叫我什么？”

葛龙骧根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妖妇，

依旧向青衣怪叟邝华峰含笑说道：“黄

山沦剑。无非是彼此切磋武学。但像我

杜人龙师弟奉命代报秦岭天蒙寺三位大

师之仇，及葛龙骧与宇文屏妖妇有不共

戴天之仇，自然又当别论。如今晚辈向

老前辈情商，可否把彼此过手之举略为

延搁，等我们天心七剑与宇文屏妖妇了

断以后．再奉陪老前辈讨教几手绝艺神

功如何？”

青衣怪曳邝华峰何等江湖经验，闻言便

自葛龙骧委婉措词之中。深深领会出对

方的宽仁厚德及对自己的成全之意。霎

时心头宛如五味瓶翻，又惭又羞又感又

愧、想起生平行事善少恶多，如今已到

暮年，却在这黄山始信峰头，逼得要以

武林十三奇中人物身份来接受年轻后辈

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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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主任 吕继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沈 璐

本报记者 张 健

耶鲁大学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每天至少读纸质书30分钟的人，比不读书的平均延寿近两年

听说读写延缓衰老

民生热点

提升教育水平 培养专业技能 吸纳年轻人群

家政行业要“上档次”
受访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赵 炜 □副教授 萨支红

本报记者 牛雨蕾

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
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往往
会伴随衰老的进程发生变
化，“说话不流利”“看到
东西叫不出名字”“耳朵不
好使”……是很多人对变老
的描述。在上海教育出版社
最新出版的《变化的头脑：
语言如何延缓衰老》一书
中，美国孟菲斯大学心理
学教授罗杰·克鲁兹和理
查德·罗伯茨博士提到，
衰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时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人为主动干预也很重
要。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的
学习与使用，影响认知衰老
过程，促进大脑健康，甚至
延长寿命，提升生活质量。

语言越用，大脑越灵
“语言是认知功能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认知障碍湖南
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沈璐
表示，认知功能是人认识
外部世界的能力，包括记
忆能力、计算能力、执行
能力、注意力、语言能力
和定向能力（包括空间、
时间和人物关系）。临床
上，有部分痴呆患者的记
忆力并没有问题，而是语
言出现了障碍。如命名障
碍，即患者知道杯子是用
来喝水的，但就是叫不出
名字；还有患者语言表达
混乱，不流利，很难说出
一句完整的话，针对这些
患者进行语言训练可以起
到一定缓解和改善。也就
是说，听说读写的训练，
对认知功能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美国著名的“修女
研究”发现，个体早期的
语言能力可能与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病风险有关。早
年语言功能越发达，思想
逻辑深度越深，晚年认知
功能也就保持得越好，发
生老年痴呆的风险更低。

人类的大脑发育一般在
20~40岁达到顶峰，从40岁
开始，大脑神经细胞（神经
元）数量逐步减少，从而对
记忆力、协调性及大脑功能
造成影响，大脑的体积也逐
渐缩小。北京老年医院精神
心理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
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
碍学组委员吕继辉告诉《生
命时报》记者，从生理上来
看，人的记忆力、反应能力
和执行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发生不可逆的下降，但
语言能力并不是和身体一同
衰老，反而越用越发达。

很多“大器晚成”的例
子都说明，年龄不会削弱
人们讲话、写作和学习新
词汇的能力，甚至理解、
运用和创作语言的能力在
老年阶段能得到很好的发
展。如，加拿大女作家爱
丽丝·门罗在37岁才写出
第一部作品，在82岁高龄
时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到
59岁才出版第一部小说《
鲁滨逊漂流记》；山东作
家姜淑梅从60岁才开始学
文识字，74岁出版首部著
作，随后在七八年内连续
出版了5部作品……

听说读写影响大脑健康
听说读写伴随人们一

生，不仅给人们带来认识
和性格等方面的影响，还
会影响大脑健康。

听，加强认知弹性。
身体衰老最明显的表现之
一就是听觉下降。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耳鼻喉
科专家发现，有听力损失
者，听力与认知能力会加
速下降30%~40%。沈璐
表示，听觉是大脑语言传
入的重要渠道，听力下
降导致认知功能加速损伤
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导致
听力恶化的疾病可能同样
伤害认知；二是听力下降
减少了大脑关键区域的刺
激，加速神经退化；三是
听力下降影响信息获取，
消耗认知储备。《美国医
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发现，说话时只要有人
听，大脑就会有更强的认
知弹性，对四五十岁的人
来说，听众少的人的大脑
比听众多的老4岁。

说，锻炼大脑灵活性。
说话对大脑是种良性刺
激，有助保持大脑活力。
吕继辉表示，如果一个
人离群索居，没人说话交
流，不仅说话能力会慢慢
退化，也会出现孤僻、社
交隔离等，从而降低认知
功能。在临床上，部分痴
呆患者也是说话能力出了
问题，如表达不流利、找
词困难、命名障碍。其
中，找词困难是典型认知
障碍问题，突然想不起
来熟悉的事物、人名，
还要专有名词和物体名
称。有研究表明，当一
个人大声阅读指令时，
往往比那些默默阅读指
令 的 人 更 能 集 中 注 意
力、工作表现更好。如果
需要记住大量信息，特别
是书面上的信息，大声朗
读是最佳的方法。

读，增强脑力。阅读
时，大脑必须协调众多的知
觉和认知功能，包括基本视

觉技能、语音感知、长时记
忆和工作记忆。吕继辉表
示，阅读时除了关注当前看
到的信息点（故事背景、人
物、细节等），还要联系之
前看的内容。每本书都有上
亿个信息点，大脑需要不断
记住这些信息，并将其储存
起来，最终使记忆力得到增
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对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进
行大脑扫描发现，从小就开
始阅读，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
研究显示，经常读书看报的
老人，脑力下降危险比一般
人群低32%。耶鲁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主导的一项大规模
研究发现，每天至少读书30
分钟的人比不读书的人平均
寿命延长近两年。还要提醒
的是，这种阅读的载体是纸
质书，而非电子产品。

写，强化记忆。写字能
够激活大脑的运动区域、
视觉区域和认知区域。“
而写作，调动的不仅仅是
认知，还包括身体的运动
功能。”沈璐表示，写作
是对记忆的强化，在遣词
造句的过程中，思维和身
体都得到很好的锻炼。美
国犹他州立大学老年医学
家发现，一生坚持写日记
的人，患认知障碍的风险
降低53%。

需注意，语言的听、
说、读、写四个维度可相
对独立运转。例如，中风
患者可能丧失阅读能力，
但其理解语言和说话的能
力不一定受损，甚至还可
以继续书写。语言能力“
用进废退”，在正常衰老
过程中也会下降，但保持
和锻炼语言能力，可以优
化认知功能、对抗衰老。

语言锻炼从小事积累
跟体能锻炼一样，语言

锻炼也要坚持，尤其是老
年人。专家建议从以下几
点做起：

保持听力。出现听力
下降时，应及时就医或配
助听器；平常多听舒缓、
熟悉的音乐或年轻时代故
事，唤醒愉悦记忆。多伦
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证
实，反复听有意义的音乐
会对轻度认知障碍或早期
阿尔茨海默病产生有益的
脑可塑性。

主动多交流。老人在
生活中要多与家人沟通，
比如，看完电视和家人一
起讨论剧情，既锻炼记忆
力，又增进感情；多参加
社交活动，如演讲比赛
等，锻炼语言能力；保持
良性社交，拒绝赌博、酗
酒等不良社交行为。

坚持阅读。建议老年人
多读书看报，每周至少坚
持3~5天，每天至少阅读
30分钟，一方面可以帮助
记忆文字和知识；另一方
面可了解最新信息，不与
社会脱节。阅读的材料要
科学且稍具挑战性，以能
调动老人思维或学习到新
知识为宜。

养成写作的习惯。培养
写日记、抄写感兴趣的诗

歌或文字等习惯，不仅锻
炼写作能力，还对执行工
作、运动功能有很好的锻
炼。老人还可以定期看写
过的日记，唤起回忆，锻
炼记忆功能。焦虑、抑郁
患者平时多写，也能减轻
情绪紧张症状。

尝试学习一门新的语
言。纽约大学的一项新研
究表明，学习第二语言除
了增强认知，还可开阔眼
界，增添生活乐趣。

专家提醒，听说读写
能力的下降往往提示出现
认知功能障碍，每一个功
能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些疾
病的信号：1 .语言流畅
能力下降，可用语言流畅
性测试自查，即在1分钟
时间尽可能说出水果、蔬
菜或动物的名字，大专或
本科以上学历说出1 4个
才算合格；高中学历1 2
个；初中学历1 1个；小
学及以下要说出10个。2.
找词困难、听不懂别人讲
话，如看电视跟不上剧
情；3.说话简单重复，讲
完下一句就不知道上一句
说的是什么；4.写字或阅
读有困难，复杂的字写不
上来，看不懂报纸。一旦
出现上述情况，应引起重
视，到记忆门诊或认知专
科就诊。▲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家政服务行
业迅猛发展。根据“企洞
察”的数据，我国家政
类企业数已从20 1 8年的
21.5万，暴增至2021年的
123.6万。根据北京家政
服务协会发布的《2021年
中国购买保洁服务情况》
显示，人群中有超过42%
的人“经常”购买保洁服
务，“偶尔”购买的有
27%。

需求多样，项目丰富
记者咨询了一些常用

家政服务的消费者。北京
市王女士表示，她常用小
区推荐的应用软件找家
政。“我一般会选深度清
洁，服务人员一看就是经
过系统培训的，很专业。
之前我橱柜上不小心弄了
污渍，擦不掉，结果人家
一来，用清洁膏一抹，10
秒钟就清理干净了。”王
女士说。另一位深圳市的
单身姑娘侯女士也表示，
她经常使用租房自带的保
洁服务。“我当初租房最
中意的一点就是自带保
洁，终于可以不用自己做
家务了。阿姨来了会帮忙
叠衣服、整理橱柜、清洁

地毯，偶尔还会帮忙喂喂
小猫，让我觉得一个人生
活也没那么孤单了。”镇
江市的杨先生告诉《生命
时报》记者，定期请家政
服务是家里的刚需，因为
家中有老有小，夫妻俩工
作又忙，没几天家里就“
脏乱差”。“每次花费几
百元，省心省力，何乐而
不为？”杨先生说。

记者打开一家用户量
较大的家政服务类应用软
件，发现其中的服务项目
十分丰富。仅在家庭保
洁一类中，就分为日常保
洁、基础深度保洁、精细
深度保洁、新居开荒等，
每类包含的服务项目、清
洁程度都有差别，费用也
从每小时几十块至几百块
不等。还有根据项目划分
的，如擦玻璃、宠物保
洁、家电清洗、沙发清
洗/养护、地毯清洗等，
价格在每次百元左右。另
外，还有日式收纳、消毒
保洁、居室除螨、甲醛治
理等个性化服务。该应
用平台还提供保姆精选服
务，包括住家保姆、白班
保姆、钟点工、月嫂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教授赵炜表示，在大城

市，部分年轻人习惯分工
明确的生活，愿意将专业
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购买力也较强，所以就将
家务劳动社会化了。另
外，很多人将家政服务当
作日常家务的补充，请家
政是因为工作繁忙或有些
家务自己不甚了解，并不
全是因为懒。“我觉得这
是好事，还能带动就业。
这实际上是家政服务市场
化、社会化的结果。”

缺乏专业化服务人员
赵炜说，细分化、专业

化是目前家政服务行业的发
展特点。家政行业仅从服务
对象的年龄来看，家政可以
分为月嫂、育儿嫂、养老护
理等几大类。而每一类中又
可以被分为不同的小类，如
月嫂可细分为催奶师、营养
师、护理师、康复师、育儿
嫂等多种。另外，家政服务
正在逐步向专业化发展。例
如，月嫂等必须经过培训
才能上岗；小时工等上岗前
也须经过公司针对性地培
训。“但这类高质量、专业
化的服务只在大城市较多，
中小城市仍比较缺乏。”

江苏省苏州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针对家政

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超
过六成的消费者（雇主）
会通过家政服务公司或线
上平台雇佣家政服务人
员，但与此同时，对家政
服务人员能力、素质等的
吐槽普遍存在。杨先生也
向记者表示，他对高质量
服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我希望能有高端保
洁服务，细致到家里每一
寸地方，但镇江市目前没
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
学院副教授萨支红表示，
家政服务市场仍处于严重
供不应求状态，现有从业
人员无法满足人们对家政
服务快速增长的需求。现
有家政人员年龄偏大、教
育水平较低、服务技能也
不够。调查发现，目前家
政工以初中及以下学历
为主，高中及以上教育
水平的占比仅为两成。
还有研究发现，月嫂在
育儿中偶尔会起到负面
作用：“她们虽然经过
专业培训，但仍有知识
误区，或者因水平有限，
本身学的就不对。”

一位家政人员透露，业
内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最好的人”去做
育儿、“次一点的”去做小

时工、“最差的”才做养老
护理。“这样的供求端结构
并不理想。”赵炜说，随
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
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未来
老人护理是一种极大的负
担，单一家庭照护一定不
能满足，需要社会照护不
断增长。因此，老人护理
反而更需要高质量、有专
业护理知识的人来做。

给从业人员更多尊重
萨支红说：“从目前

来看，养老护理员、育儿
嫂、住家保姆等仍是市场
需求的主流，随着社会老
龄化、三胎政策施行后，
这几类需求还将增长，当
前最需要的是行业的提质
扩容。”两位专家建议，
首先，要推动有条件的
职业院校开设家政相关专
业，支持产教融合、校企
融合，给想要从事该行业
的学生精准培训市场所需

要的技能；其次，要重视
有针对性的短期培训，为
从业人员提供继续学习的
机会，建立多层次培训体
系；最后，应特别强化对
养老护理员的培训，提高
养老服务水平，同时采取
提升薪资等措施，提高养
老护理行业的吸引力。

虽然自2015年以来家政
服务劳动者平均薪酬水平
不断上涨，到2021年上半
年，已经达到6700元。但
是，该行业内部薪资差异
大、平均时薪低、劳动力
价值被低估、劳动条件不
规范没保障等问题依然存
在。要真正提升家政行业
的吸引力，吸引更多年轻
化、专业化的人才，一方
面应顺应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特征，探索家政人员保障政
策，提供社会保障；另一方
面也要营造尊重家政人员劳
动的社会氛围，提供更有尊
严的工作环境。▲

高龄老人匡体道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已写上百

本心得笔记。（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