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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20/9），佐科
威总统在西爪哇省勿加西
县区Cibitung的Gabus收费
站说，“我们即将启用的
Cibitung-Cilincing高速公
路是雅加达第二外环路的
一部分，我们希望雅加达
第二外环路能在2023年底
前100%竣工。”

据他阐述，全长27 . 2
公里（km）的Cib i t u ng-
Cil incing高速公路可以加
速货物的流动。

总统表示，“特别是

来自勿加西北部工业区和
加拉璜物流区的货物，因
此，Cibitung-Cilincing高速公
路可以非常快速地把货物运
送到雅加达北部的港口。”

他接着说，提高货物流
动速度，肯定可以加强我
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 第 二 是 S e r p o n g -
Balaraja高速公路第一路段
是雅加达第三外环路的一
部分，这刚开始，以致当
JORR 2和JORR 3完成时，
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就不

需要经过雅加达中部。这
可减轻DKI雅加达的拥堵”
总统如斯说。

今天（20/9）开通的
Serpong-Balaraja高速公路
全长5.1公里。

“回到正题，Serpong-
Ba l a r a j a高速公路，这之
前的所有者是W a s k i t a 
Ka rya，后来被Pel i ndo接
管，我们希望这可为从工
业区到物流区的出口货物
或进口货物的集装箱卡车
提供良好服务。” 

Cib i t ung-Ci l i nc i ng高
速 公 路 ( J T C C ) 将 连 接
Jakarta-Cikampek高速公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财政部已为20 2 3年的粮
食安全方面拨出95兆盾预
算，以助推提供量充足和
改善食品质量。

财政部预算总司长伊莎
（Isa Rachmatawarta）与
印尼国会预算机构（Bang-
gar）周二，在雅加达举行
工作会议时表示，“在粮
食安全方面，我们将预算
95兆盾，以鼓励增加粮食
供应渠道和提高质量。” 

粮食安全预算与今年的
展望94.1兆盾相比，增长
0.9%，但在2020年曾一度
下降，仅达73.6兆盾，而
2019年为100.2兆盾。

细分为95兆盾的粮食安
全预算，已包括中央政府
支出的粮食安全预算72.9
兆盾和向区域分配的22.1
兆盾。

伊莎阐明，粮食安全预

算95兆盾的政策走向，包
括提高战略粮食商品的生
产力和鼓励创造农业和渔
业人力资源(HR)更具竞争
力。 

然后是鼓励使用技术和
数据，营造创新氛围，加
强国家食品物流体系，和
可持续食品体系转型。

此外，也将加快完成灌
溉系统基础设施和水坝或
水库的建设。 

与此同时，粮食安全预
算将分配给农业部、海洋
事务和渔业部、公共工程
与民房部以及国家建设机
构等。

中央财政支出（BPP）粮
食安全预算使用的目标，
涵盖水稻种植应用设施，
面积达27万9550公顷和玉
米种植应用设施，面积4
万公顷。

接着是大豆种植面积35
万公顷，援助9275台环保
渔具，援助1.18亿条育苗
和种鱼，援助300台冷冻柜
或冷冻箱。

然后建设23座新水坝和7
座新水坝，建设6900公顷灌
溉网，通过公共工程和公共
住房部修复9万8700公顷灌
溉网以及通过农业部修复
3213公顷灌溉网。（frd）

我们希望雅加达第

二外环路能在2023

年底前100%竣工。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佐科威总统为芝

比东-芝灵井（Cibitung-Cilincing）高速公

路主持通车仪式，该公路是雅加达第二外环

路(JORR2)和塞尔邦-巴拉拉查（Serpong-

Balaraja）高速公路第一段的一部分，也将是

JORR 3建设的开始。

佐科威总统在Gabus收费站主持Cibitung-Cilincing高速公路(JTCC)通车仪式。

路与 Cilincing的第一外环
路。JTCC于2017年开始

建设，是国家战略项目之
一，旨在促进从丹绒不碌

港往返雅加达东部工业区
的主要通道。（frd）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9月20日）

累计确诊 : 6,412,944 例
疑似患者 ：     5,332 例
新增病例 :     2,518 例
累计死亡 :   157,930 例
累计治愈 : 6,228,979 例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6-33℃

泗水 晴天 25-35℃

棉兰 雨天 23-32℃

登巴刹 云天 24-33℃

坤甸 晴天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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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央行（Bank Indonesia）为
缩小区域差异，敦促投资
者对爪哇岛以外地区进行
可持续性投资。

周二（9月20日），印
尼央行助理多迪·布迪·
瓦鲁尤在楠榜投资事业合
作线上论坛上致辞称：“
以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支
出增加和政府激励措施提
供支持，爪哇岛以外地区
在广泛的经济增长和投资
问题上能够胜出。”

多迪声称苏门答腊岛蕴
藏着投资潜力，因为其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石
油、黄金和银，同时还是
茶叶、大米和玉米主要生
产地。除此之外，苏门答
腊岛的面积相当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对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四
分之一。

印尼央行认为可持续性投
资需要得到无论是政策框架
还是执行方面提供支持。

多迪说道：“向全球经
济转型成功高度依赖于可
持续供资，因而必须同时
和尽快地采取一切措施来
强化可持续性投资，包括

通过国家和全球高级别讨
论会。”

多迪接着称，虽然可持
续发展目标仍处于初级阶
段，但是投资者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投资是至
关重要的。

他称：“不仅仅是为
了跟气候危机有关的政策
原因，但也为了他们（投
资者）在推动往后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的声誉和领导
力。”

印尼央行本身已拥有三
个可持续的金融工具改善
策略。第一、发展绿色金
融工具以推动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和作为增长新资源

及扩大劳动力就业以及支
持巴黎协定。

第二、可持续金融工
具体系发展的重要性，此
需要相关各方通过激励和
抑制政策同时构建弹性基
础设施才得以实现。绿色
分类、验证服务、绿色认
证、绿色认证机构和绿色
评级机构成为可持续金融
工具体系其中一部分。

第三、持续的能力建设
和技术援助对增进各方理
解能力和专业知识至关重
要。从宏观审慎的角度，
印尼央行通过电动车辆较
低的首付款和特种贷款对
绿色转型。（cx）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总统佐科威强调称政府没
有将450伏安电力客户废除
和转换成900伏安。

本周二在西爪哇勿加西
县嘎布斯高速公路收费站，
佐科威总统主持芝比东-芝
灵井（Cibitung-Cilincing）
高速公路通车仪式后说
道：“没有！没有废除450
伏安，也没有转换成900伏
安电力这回事。我们从来
没有谈过这件事。”

总统也确定称政府依然
为450伏安电力客户提供补

贴援助，并希望民众不必
对此谣言感到不安。

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部长阿里芬·塔斯里弗之
前称，由于将电力提高至
900伏安或会导致电费上
升，因此目前对450伏安
电力废除和转移论述予以
实施被认为不正确。

据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官
方网站9月20日消息，阿
里芬说道：“电力上升一
定会带来影响，电费也一
定会跟着上升。况且是在
这个时候提出的，成为敏

感话题。”
据悉，印尼国家电力公

司对3500伏安以上非补贴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客户电
费进行调整。这件事被列
入关于电费调整（2022年
7至9月份）日期为2022年
6月2日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长信函中。

据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新
闻发布会称，3500伏安以
下家庭、商业和工业客户
的电费没有变化。此电费
调整是出于对公平性的的
考虑。（cx）

财政部为2023年粮食安全拨款95兆盾

周二，财政部预算总司与印尼国会预算机构在雅加达举行
工作会议。

总统强调没有废除450伏安电力客户

【本报雅加达讯】西爪
哇省井里汶县粮食局局长
布迪·苏尔迪卡称当前仓
库里大米库存总量达到5万
9000吨，估计直到年底粮
食安全不会出现问题。

本周二，布迪说道：“
我们的库存量还很充足，
达到5万9000吨。”

布迪称大米库存量仍然
充足，民众无需担心，况
且估计直到年底大米不会

出现短缺，再加上也将再
获丰收。

据布迪称，目前井里汶
县粮食局分布在4个地区的
10座仓库里库存量达到5万
9000吨。

他说道：“我们保证直
到年底大米库存不会有问
题，所以我们呼吁民众不
必担心。”

布迪坦言称目前的确不
再吸收农民生产的大米，

这是因为干粮价格正在上
升且没有大丰收。虽然如
此，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仍
处在稳定之中，当价格有
上升，这也是由于汽油价
格调整所致，而不是大米
短缺。

布迪确定由井里汶粮食
局发放的中等大米价格每
公斤依然8300盾，而优质
大米售价为每公斤1万1000
盾。（cx）

为缩小区域差异

印尼央行推动爪哇以外投资增长

周二（9月20日），印尼央行助理多迪·布迪·瓦鲁尤在楠
榜投资事业合作线上论坛上致辞。（安塔拉图）

井里汶粮食局保证至年底大米库存量充足

【本报雅加达讯】工业
用盐进口贪污案，最高检
察院侦查员再次对证人即
经济统筹部粮食和农业综
合企业部副主任MM进行
调查。

本周二，最高检察院法
律信息中心主任克杜特·苏
梅达纳发表书面声明称：“
经济统筹部粮食和农业综合
企业部副主任MM接受有关
2016年到2022年工业用盐
进口贪污案调查。”

穆斯达利法·马姆德于
上周四（9月15日）也以证
人身份接受调查。

总检察长萨尼缇阿尔·
布尔哈努汀之前称，最高
检察院于6月27日将这起

贪污案提升至侦查阶段。
这起贪污罪一案造成国家
经济损失。

贸易部于2018年未对本
地食用盐和工业用盐库存
进行计算就向PT MTS、PT 
SM和PT UI发出工业用盐进
口许可，以致工业用盐进口
超量。工业用盐进口超量价
格便宜，导致国有企业PT 
Garam失去竞争优势。

据悉，2018年获得进口
工业用盐许可的进口公司
有21家，总价值高达2.05
兆盾。

进口商违法将工业用盐
转为食用盐，这给本地盐
农和国家经济带来损失。
（cx）

工业用盐进口贪污案

经济统筹部官员再次接受最高检察院调查

2021年4月4日，东爪哇省巴米加三市一名盐工正在工作。
（安塔拉图）

芝比东-芝灵井和塞尔邦-巴拉拉查路段

总统主持两条高速公路通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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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个人数据保护法推出
清除滥用公民数据黑客
国会(DPR)在9月20日周二的全体会议上最终批

准了个人数据保护（PDP）法案。这是保护非常容
易被窃取、出售和滥用公民个人数据的重要一步。

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妮（Puan Maharani）把
个人数据保护（PDP）法的批准视为印尼在当今数
字时代，保护公民的个人数据免受各种形式犯罪的
里程碑。

PDP法案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讨论中。期望PDP
法提供法律确定性，保障公民对个人数据信息的
权利。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因为不是自己要求的
网贷而哭泣，也不会再有人因为人肉搜索（未经
允许在网上非法获得并发布他人个人信息）而苦
恼和担心。

在这个数字时代，许多犯罪活动利用个人数
据，因此需要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然而许多人不
理解个人资料极易被不负责任的一方滥用。因此，
作为数字平台用户的挑战是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
数据。

我们的社会非常喜欢分享和互动，以至于他们
有时忘记会有人利用数据。印尼数据保护不力导致
数据泄露现象普遍存在。网络犯罪案件的频繁发生
证明了这一点，如对社交媒体的入侵和盗版导致个
人数据泄露，敲诈勒索和在线欺诈。

最近，一名自称比约尔卡(Bjorka)的黑客窃取了
几名政府官员的数据，引发议论纷纷。政府似乎不
知所措，但实际上有几个机构在处理这个问题，如
通信和信息部和国家网络和加密机构(BSSN)。在
PDP法通过之前几天，政府成立了个人数据保护工
作组。

比约尔卡的第一个事件是8月20日的印尼数字
家庭（Indihome）数据泄露，后来国营电信公司
（Telekom）否认了这一消息。如果从breaked.to 
网站追踪，在网站上，比约尔卡的黑客档案已经上
传了六次数据泄露事件。内容包括1.5亿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大选委员会（KPU）数据、2.7亿Wattpad
用户、67.9万佐科威总统信件文件、13亿注册电信
执照（SIM）卡号、9100万Tokopedia用户数据和印
尼数字家庭Indihome用户数据。

比约尔卡还泄露印尼政府官员的个人身份，包
括内政部长蒂托·卡纳维安（Tito Karnavian）和雅
加达首都专区省长阿尼斯·巴斯维丹（Anies Bas-
wedan）。此前是通信和信息部长约翰尼·普莱特
（Johnny G. Plate）, 国有企业部长埃里克·托
希尔（Erick Thohir）, 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妮
（Puan Maharani）以及海事和投资统筹部长卢胡
特·宾萨尔·潘杰坦（Luhut Binsar Pandjaitan）的
个人数据。

比约尔卡共享的数据包括姓名、电话号码、性
别、居民身份证号码(NIK)、地址、出生日期、职
业、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血型、身份、婚姻状
况、姓氏、妻子名、父亲名、母亲名和疫苗接种记
录。

疫苗网络安全专家阿尔芬斯·塔努贾亚（Alfons 
Tanujaya）表示，网络安全必须引起密切关注。9
月12日周一，Suara.com 引用阿尔芬斯的话说：“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了，泄漏
情况很严重。”

不幸的是，阿尔芬斯发现印尼政府机构有否认
的习惯，即使事实很清楚，数据确实泄露了。阿尔
芬斯问道：“如果连承认存在泄漏的事实都不能，
还能期待什么呢？如何还指望情况的改善呢？”

他说，政府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是承认数据泄露
的存在。随后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和预防措施。
他阐明:“ 作为数据所有者的社区必须采取什么样
的缓解措施，才不至于成为数据泄露的受害者。”

他认为比约尔卡黑客传播人口数据的行为违反
了法律。然而，该黑客的行为至少揭开了有关印尼
人口数据的面纱。

现在PDP法已经通过和即将颁布。有了这项法
律，政府和执法人员可以更果断和直接地采取行
动，清除滥用公民数据的黑客。

保护个人数据的问题将回到公民自己身上。记
住，我们的个人数据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必须保
护彼此和他人的个人数据。不要让个人资料落入不
负责任的人手中。

尽管拜登总统宣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完结

佐科威总统要求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罗盘新闻网】在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媒节目中，拜登宣称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已

经结束”，此言论引发关注和争议。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声称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

但佐科威总统（Joko Widodo）提醒我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仍需保持

谨慎和警惕。佐科威总统表示，结束新冠疫情的决定不应仓促做出，必须继续以审

慎为重。 “对于印度尼西亚，我认为我们仍必须保持谨慎和警惕，没有必要急于求

成，没有必要立即宣布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 引自总统秘书处通过Yuotube播放佐

科威总统周二（9月20日）在西爪哇勿加西的讲话。

佐科威总统继续说，
民众仍需要谨慎，因为一
些国家的新冠肺炎病例也
在逐渐增加。 总统还提
醒，结束大流行的决定实
际上掌握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手中，因为大流
行发生在世界所有国家。 
“有些国家的新冠肺炎病
例甚至开始上升，所以我
们仍必须小心，保持高度
警惕，”总统说道。

据路透社14日报道，
世卫组织（WHO）总干事
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当天的线上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的结束“近在眼
前”，世界现在处于战胜
疫情的最佳时机，世卫组
织呼吁各国继续坚持抗击
疫情。

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们从未处于结束
这一流行病的更好位置。
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结束

疫情的那一步，但疫情结
束就在眼前。”谭德塞表
示，上个星期新冠死亡病
例数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世卫组织呼吁
所有国家投入为包括卫生
工作者和老年人在内高危
人群接种疫苗，并继续对
新冠病毒进行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
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为
大流行。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
11日，全球累计已有超过
6.05亿人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人数超过640万。

尽管美国死于新冠的人
数还在上升,平均每天有
400多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病
毒,但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了。

据美国《国会山报》19
日报道，此前宣布将于今
年12月卸任的美国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福奇(Anthony S. Fauci)

佐科威总统（图：总统府秘书处网站）

声称，美国目前还没有
达到“我们需要达到的水
平”。

“如果我们能够，就像
有人说的‘与病毒共存’
，但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个
我们需要达到的水平。”
福奇表示，美国目前每日
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仍然
高得无法接受”。《国会

山报》说，福奇还警告
说，新的新冠病毒变种仍
可能出现，尤其是在即将
到来的冬季。

报道引述《纽约时报》
的数据称，目前美国成年
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约
为67%，平均每天仍有400
多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
亡。（v）

【安塔拉通讯社】经济
统筹部长艾尔朗卡（Air-
langga Hartarto）在经济
统筹部接待来访的国防
部长帕拉波沃（Prabowo 
Sub ian to），两人讨论经
济独立和国家安全问题。

艾尔朗卡周二（9月20
日）在声明中说，我欢
迎我的朋友帕拉波沃的来
访，我们讨论全球层面的
各种重要和战略问题，
这些问题对印尼民族的生
活产生影响，包括粮食安
全、能源危机、威胁其他
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国
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挑战。

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
晤中，两人讨论部门之间
的应对策略和协同作用，
例如面对因俄罗斯与乌克
兰冲突导致的粮食、能源
和金融危机等不确定性世
界形势的挑战，以及讨论

至今仍未平息的新冠病毒
大流行。

两位部长也讨论与粮食
安全有关的技术问题，特
别是在佐科威总统主持的
局部会议之后，该会议指
示相关内阁部长们，通过
提高国内生产力和减少对
粮食进口的依赖继续维护

粮食安全。
艾尔朗卡说，总统希望

农民能够生产大豆，并要
求国营企业以每公斤1万
盾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
大豆，以至于价格的保证
足以吸引农民种植大豆。
此外，总统还鼓励使用经
过基因工程或转基因生物

的优质种子以提高生产
力。政府还准备了预算用
于扩大种植用地，以便增
加国内生产并减少粮食进
口。

佐科威总统此前曾任
命国防部与其他部门，
一起参与帮助实施国家粮
食生产中心计划。在计划
中，国防部在中加里曼丹
的国家粮食生产中心种植
木薯，木薯可以加工成面
粉、面条和能源。

在会晤中，两位部长同
意按照佐科威总统在今年
8月1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
中的指示继续相互合作。
总统表示，所有国家机
构都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时刻小心，以及在不确定
的世界形势中始终保持警
惕。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
是实现印尼民族理想和奋
斗的最重要支柱。（pl）

艾尔朗卡与帕拉波沃讨论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在经济统筹部接
待来访的国防部长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

【安塔拉通讯社】旅
游与创意经济部长善蒂
雅戈 .乌诺（ S a n d i a g a 
Uno）表示，一些外国航
空公司已开始开通直飞
印度尼西亚几个旅游目
的地的航班。The 善蒂
雅戈.乌诺周一（9月1 9
日）在“Weekly Br ie f 
with Sandi Uno”节目中
说，昨天我亲眼目睹马
来西亚航空公司开通了
从吉隆坡到廖内省北干
巴鲁（Pe k a n b a r u）的直
飞航班。这是临近G20峰
会伊始的一个里程碑，
开始有许多直飞航班。

除 了 马 航 之 外 ， 韩
国济州航空在双方签署
协议后，也开通了飞往
北苏拉威西万鸦老的航
班。旅游与创意经济部
长说，我们赞赏并感谢
所有提供便利的各方。

善蒂雅戈说，印尼鹰
航将在周二、周四和周
六每周三班开通从日本

多家外国航空公司开通直飞印尼航线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善蒂雅
戈.乌诺（Sandiaga Uno）

到巴厘岛的航班。按计
划，将于今年11 月上
旬开始开放，印尼鹰航
将正式宣布日本游客可
以从哪些城市前往巴厘
岛。他预测，在新冠病
毒大流行期间，日本的
成田（N a r i t a ）和大阪
（Osak a）市将成为外国
游客前往巴厘岛的出发
点。

善蒂雅戈说，“经过
我们的努力，终于有更
多的直飞航班来到印度
尼西亚。”（pl）

【印尼CNN新闻网】建
设团结党（PPP）国会第
三委员会议员阿苏尔·萨
尼（Arsul Sani）于周二
（9月20日）在国会大厦
表示，佐科威总统通过总
统信函（Surpres）提出两
人代替肃贪会前副主席莉
莉·苹桃利（Lili Pintauli 
S i r e g a r）的人选名单，
其中是Johanis Tanak和I 
Nyoman Wara。

根据国会第三委员会

副主席德斯蒙德·朱奈迪
（Desmond Junaidi Ma-
hesa）称，佐科威总统提
名两人接任肃贪会副主席
职务，I Nyoman Wara就
是其中之一，但是德斯蒙
德不愿透露另一位候选人
的详细名字。目前代替肃
贪会副主席的总统信函还
在国会领导层的手上，并
国会第三委员会迄今未收
到这封总统信函。

德斯蒙德评价，国会

第三委员未决定I Nyo-
man Wara和Johanis Tanak
是否进行适宜和恰当性测
试（Fit and proper test）
以替补莉莉职位，或提出
两人中遴选一人担任肃贪
会副主席职务。I Nyoman 
Wara和Johanis Tanak曾在
2019年接受适宜和恰当性
测试，由于他们在国会第
三委员的支持率非常低，
致使他们不通过2019年遴
选肃贪会领导人。（yus）

总统提名Johanis Tanak和I Nyoman代替莉莉职位

建设团结党国会第三委员会
议员阿苏尔·萨尼。（图片
来源于印尼CNN新闻网）

【 印 尼 C N N 新 闻
网】为提高斗争民主党
（PDIP）中央理事会主席
布安·马哈拉尼（Pu a n 
Maharani）参加竞选2024
年正副总统选举的支持
率，该党计划成立“上
校委员会”。 

来自斗争民主党的国
会第三委员会议员Tr i-
medya Panjaitan于周二
（9月20日）在国会大厦
阐述，该党国会议员约
翰·布迪（Johan Budi）
原先提出成立“上校委
员会”的意见，以准备
应对这五年一度的2024
年正副总统选举，尤其
为提高这位兼任国会议

长布安的支持率。
Trimedya Panjaitan

于昨日表示，因为我们
仍等待斗争民主党中央
理事会总主席美佳娃蒂
（Megawati Soekarnopu-
t r i）对2024年总统候选
人的决定，被视为符合
参选的布安开始与其他
政党进行政治会谈，并
计划将在这星期六与民
族复兴党（P K B）中央
理事会总主席慕海敏·
伊斯甘达（M u h a i m i n 
I s k a n d a r）进行会谈。
布安在这次与慕海敏会
谈，据悉是携带美佳娃
蒂的使命。

这上校委员会刚成立

五个月时间，也没有理
事会的名单，不过每个
国会委员会都有一名斗
争民主党派系作为协调
员，他们必须提高布安
在国会和选区的支持率。

Trimedya Panjaitan评
价，布安作为我国第一
任总统苏加诺（Soekar-
no）的后裔，必须全力支
持她参选2024年总统选
举。（yus）

PDIP成立“上校委员会”

为提高布安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的支持率

斗争民主党成立“上校委员会”以提高布安的支持率。
（图片来源于印尼CNN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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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表示，2022年1月至
2022年8月，加工业的出口额为
1392.3亿美元，同比增长24%。
工业部门继续贡献最大，达到全
国出口总值的71.55%，达到1946
亿美元。图为周二（20/9），工
人在万丹省丹格朗县的一家面料
厂活动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我国工业出口同比增长24%

N F A 局 长 阿 里 夫
（Arief Prasetyo Adi）
于20日在雅加达举行的
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和质
量标准联合行动上致辞
时致辞时，提醒食品安
全和质量对于提高国内
外食品竞争力的重要性。

“我国还面临着食品
安全挑战、出口遭拒，
以及因未达到食品安全
和质量标准而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他说。

根 据 经 济 学 人 智 库
（EIU）发布的数据，我国
在113个国家的全球粮食

安全指数中排名第69位。
他提到，食品质量安全指
标是食品出口的障碍。

阿里夫表示，由政府
机构、协会和私营部门
等各利益相关方开展的
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和质
量标准联合行动，旨在
制定食品质量和安全标
准，以提高我国食品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他在该场合透露，我
国有几种食品应该可以
出口，但受到食品安全

和质量标准的限制。
“我国有几种产品已

经开始出口，所以前一段
时间我国向欧洲出口的肉
豆蔻，到达出口目的地后
才发现，商品不符合该国
的标准。所以出口之前，
国内当局必须确保产品质
量符合进口国的要求，“
阿里夫说。

Arief提到了食品安全
的重要性，以避免任何
对人类有影响的食源性
疾病。(er)

扩大我国食品出口市场

NFA加强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家食品局

（NFA）加强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以满

足国际贸易要求，同时扩大我国食品出口

市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海事与渔业部渔产安全、
质 量 控 制 与 验 疫 机 构
（BKIPM）与美国食品和
药物协会（FDA）建立合
作，以确保向美国出口与
粮食安全有关的我国虾子
质量。

B K I P M 主 任 P a m u j i 
Les ta r i与美国FDA代表会
面后表示：“但我们也意
识到我国渔业产品在美国
的市场机会还敞开着。”

他解释说，自从2020年
以来，我国虾子在美国的
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为此，B K I P M希望通
过 启 动 监 管 合 作 协 议
（ R P A）来增加这一成
就，因此能够加强消费者
对我国虾子质量和安全受
保证的信心。

“希望也能够打开在
美国的市场准入，并通
过全基因组测序（who l e 

genome sequencing，简
称WGS）活动，这次可行
性访问将打开BKIPM对第
三代DNA 测序技术的洞
察力，以及作为印尼进入
世界级食品安全网络的起
点，”他这么说。

作为世贸组织（WTO）
的成员国，我国确保在出
口的渔业产品的食品安全
方面遵守国际标准。至今
我国渔业产品已收到171
个国家的欢迎。

此前，海事与渔业部长
德冷科诺（Sakti Wahyu 
Trenggono）解释说，虾子
是收到全球市场最大兴趣
的渔业商品。在2015年至
2019年期间，虾子是继鲑
鱼之后的第二大的市场需
求。

“在2015年至2020年
期间，我国能够满足世
界虾子市场的6.9%需求
量，”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印尼工商会馆（Kadin）继
续支持国内企业实施可持
续发展实践，其中之一是
通过发布绿色投资或可持
续投资指南。

Kad i n海事、投资，及
外交事务部副主席Shin ta 
W. Kamdani于20日在雅
加达举行的通往B20可持
续发展4.0奖项（Road to 
B20 Sustainability 4.0 
Awa r d s）新闻发布会上
说：“Kadin 支持能力建
设，我们准备了一份名
为“绿色投资、可持续投
资”的指南。本指南也将
非常有助于公司进行可持
续投资。”

Shinta表示，该指南是
Kadin与投资部/投资统筹机
构（BKPM）联合编制的。

她还表示，B20 可持续
发展 4.0 奖项是一个鼓励
国内商业界采用可持续发
展实践的良好开端。

B20 可持续发展 4.0 奖项

由印尼瑞士商会（Swiss-
Cham）、Kadin和印尼欧
盟商会（EuroCham）、印
尼英国商会（Bri tcham）
、Ekonid、IBAI、IFCCI 和 
Trisakti大学发起的，作为
2022年印尼二十国集团工
商（B20）峰会的会边活
动。

该奖项有望通过识别和
认可国内私营企业的高影
响可持续性项目，来提高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认识。

根据B20可持续发展 4.0
奖项奖项评定要求来看，
获奖企业要满足以下几个
条件：清洁供水、减塑和
回收利用、印尼妇女在环
境中的作用等，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一致。

“我们不希望这只是一
个普通的奖项，但必须必
须有后续行动，来鼓励更
多商业参与者优先考虑可
持续发展问题，”这位同
时担任 B20 主席的 Shinta 
补充道。(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截至2 0 2 2年 8月份，印
尼化肥公司的化肥，即
尿素肥料、氮磷钾肥料
（NPK），及其他几种化
肥的产量达到802万吨，
来满足受补贴化肥和商业
化肥供应的需求。

印尼化肥公司总裁Ba-
kir Pasaman在雅加达，与
国会第六委员会举行的工
作会议上表示，直到2022
年8月份，印尼化肥公司
的总产量达到1285万吨，
其中包括化肥产品的产量
达到802万吨（62%），
及非化肥产品的产量达到
483万吨（38%）。

“与此同时，截至2022
年8月份，化肥和非化肥
产品的总产量达到12 8 5
万吨，由化肥产品产量达
到802万吨，及非化肥产

品产量达到483万吨。这
是截至2022年8月份的数
据，”他如斯说。

与此同时，直到2022年
8月份的销售量达到876万
吨，占企业预算和工作计
划（RKAP）的95.7%。“
最大销售来自公共服务义
务（Public Service Obli-
gation，简称PSO）产品的
销售达到58%、商业化肥
的销售达到31%，及非化
肥的销售达到11%，”他
阐述。

直到2022年8月份，印
尼化肥公司从化肥和非化
肥产品的876万吨销售量
获得总额67.75兆盾的收
入。上述收入价值超过了
在企业预算和工作计划定
下的47.99兆盾目标。

直到2022年8月份的收
入构成达到67.75兆盾，

由公共服务义务或受补贴
肥料产品的销售达到45%
、商业化肥料产品的销售
达到33%、非肥料产品的
销售达到15%，及其他的
销售达到7%组成。

到2 0 2 2年 8月份，印
尼化肥公司的净利达到
15.14兆盾，比2021年的

5.13兆盾，及在2020年的
2.33兆盾大幅上升。

公司的总资产也从此前
的2021年只有128.46兆
盾，于2022年8月份增至
153.42兆盾。此外，印尼
化肥公司还拥有不包括增
值税在内的补贴应收账款
达到15.96兆盾。(vn)

【安塔拉社泗水讯】工
业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和印尼造船与近
海工业协会

（Ipe r i ndo）合作，于
周一在东爪省泗水市举办
造船培训班。

造船培训采用线上方式
举行。工业部海事、运输
设备和国防设备工业总监
Hendro Martono在培训班
开幕式上致辞称：“本次
培训有望攻克难题，提高
印尼船舶生产质量，以及
提高国际竞争力。”

据他说，工业部在增加
国内航运业发展方面仍然
发现许多障碍，其中之一
是造船成本高，造船时间
长。因此，国内对船舶的
需求主要以进口新船和二

手船为主。
数据显示，20 1 9年至

2022年5月的船舶进口总
额为4 6兆盾，其中大部
分来自韩国（16 . 1%）
、日本（12 . 7%）、中
国（12 . 4%）和新加坡
（9.8%）。

Ipe r i ndo中央理事会主
席Anita Puji Utami称，印
尼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拥
有从西向东延伸的17000
个岛屿，与欧洲大陆几乎
相同。目前我国运营的商
船约有33000艘。

“成本高，造船时间长
仍是国内造船业发展的难
题，”她说。

An i t a希望本次培训班
将提高船厂建造优质船舶
的能力。(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印 尼 植 物 油 工 业 协 会
（GIMN I）评价，在我国
发展棕榈油下游产品研究
和创新的机会还很大。

印尼植物油工业协会执
行经理沙哈德（Sahat Si-
naga）在雅加达发布声明
中解释说，根据2022年出
口量的预计，下游产品的
出口量达到2700万吨，而
棕榈油产品的出口量达到
160万吨。

此外，国内棕榈油市
场或国内消费量达到2045
万吨，其中是食品/食用

油工业的使用量达到948
万吨、非食品（油脂化学
品和甘油）和能源的使用
量分别为210万吨和880万
吨。

“为了我国能成为世界
棕榈油的领导者和价格制
定者，非常需要发展新的
技术，以便能为我国棕榈
油产品创造高附加值，”
他说道。

他续说，因此能够吸引
投资者进入我国，棕榈油
工业的65%产品可以在国
内消费，剩下的35%出口
到外国。

或 者 ， 从 现 今 反
转，4 1%供应用于满足
国内市场的需求，剩下的
59%出口到外国。

他声称，棕榈油的发展
必须建立对棕榈油的正确
定义上，即用于食品，因
此，棕榈油将成为天然营
养丰富的食品成分（甘油
三酯），并把棕榈油发展
成为功能性产品，即营养
成分。

“不要保持已经持续了
100年的旧观念，即专注
于甘油三酯，仅成为能量
来源，”他称。

他还声称，开发下游
产品来进行创新，将把附
加值增加六倍。“越往下
游，其价值就越高，”他
称。

例如，表面活性剂衍生
产品的附加值达到300%。
此外，化妆品、香水、洗
涤剂和油漆在内的特种产
品的附加值高达 600%。

他认为，高校尚未广
泛发展下游产品和棕榈油
衍生产品的研究，其实，
下游棕榈油产品越多，其
附加值和产生的利润就越
高。(vn)

【安塔拉社桑皮特讯】
运输采矿和油棕种植园产
品的车辆必须使用费补贴
燃料，包括在中加省。

Pertamina Patra Niaga
公司加里曼丹地区通讯和
企业社会责任区域经理

Susanto August Satria在
桑皮特对记者表示：“根
据规定，采矿和棕榈油行
业产品的运输都必须使用
非补贴燃油。”

他强调说：“不会使用
受补贴燃料。它必须使用

非补贴燃料，或工业用燃
料，”他如斯说。

北塔米纳继续努力监
督受补贴燃料的分配正确
目标。在这一向以来，社
区经常抱怨获得受补贴燃
油，其实，北塔米纳的供
应量正常，甚至有时超过
配额。

为此，我们继续努力采
取各种步骤，以便受补贴
燃料真正由授权方享受。
公司货运车，包括采矿和
油棕行业产品，如棕榈果
串或棕榈油运车必须使用
非补贴燃料。

若货运卡车不是采矿
或种植公司拥有的，而是
第三方或运输商拥有的，
所使用的燃料仍需使用非
补贴燃料，或工业用燃
料。

他强调称，该法规的

重点是拥有运车的方面和
其活动，并不是使用的运
车。虽然使用的卡车是运
输商的，但若用于运载采
矿或油棕工业产品，就必
须使用非补贴燃料。

“若运输商仍然不遵守
该规定，那么运输商必须
受到纪律处分。运输服务
的用户必须社会化，”他
称。

北塔米纳要求使用运输
服务的私营大型采矿和种
植园公司，也必须支持该
规定的执行。其方法是通
过成为他们合作伙伴的运
输商必须使用非补贴燃料
来实现的。

“这不应该被允许。
这样的事情会导致补贴崩
溃。他们有时使用受补贴
燃料合同，”他进一步
称。(vn)

截至2022年8月份 印尼化肥公司化肥产量为802万吨

图示印尼化肥公司总裁Bakir Pasaman。

北塔米纳表示油棕工业运车 必须使用非补贴燃料

图为在中爪省卡车正运输棕榈油。

GIMNI评价 发展下游产品研究和创新机会还很大

海事与渔业部与FDA建立合作

保证对美国出口的虾子质量

海事与渔业部与美国食品和药物协会（FDA）建立有关粮
食安全问题的合作。

支持可持续发展实践

Kadin准备可持续投资指南

Kadin海事、投资，及外交事务部副主席Shinta W. Kamdani。

工业部与JICA和Iperindo
举办造船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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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际金价或跌向1659-1654美元区间
周二(9月20日)，国际金价承压，

但波动幅度甚小，由于谨慎的投资者
等待美联储即将公布的新政。预计美
联储将大幅加息以抑制通胀，金价短
线或跌向1659-1654美元区间。

北京时间14: 4 9，现货黄金下沉
0.06%至1674.17美元/盎司；美元指
数下沉0.02%至109.576。

NYMEX原油料再次遇阻86美元
周二(9月20日)，国际油价反弹，

但势头很弱，因担心美国本周将进一
步加息。尽管此举旨在抑制近40年未
见的高通胀，但同时也会打击美国经
济增长和燃料需求。NYMEX原油料再
次预期86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
体和燃料消费国。

北京时间15:57，NYMEX原油期货
上涨0.08%至85.42美元/桶；ICE布
伦特原油期货上浮0.19%至90.81美
元/桶。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9月20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7196.95	 0.02

	 1028.21	 0.34

	 623.68	 -0.16

	 1986.92	 -0.53

	 1290.99	 -0.37

	 1356.73	 -0.48

	 699.95	 -0.05

	 884.53	 -0.06

	 1472.15	 0.36

	 1506.01	 -0.72

	 730.14	 -0.99

	 7416.27	 0.94

	 1023.94	 -0.63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黄金行情
9月20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45.000	盾卖出	 4.48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90.000	盾卖出		 8.9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688.42	 涨	 120.77

韩国综合	 2367.85		 涨	 12.19

香港恒生	 18781.42		 涨	 215.45

上海综合	 3122.41		 涨	 6.80

欧股

英国FTSE	 7230.80		 跌	 5.88

德国DAX	 12726.36		 跌	 76.88

法国CAC	 6020.10		 跌	 41.49

荷兰AEX	 663.52		 跌	 1.91

Http://tw.stock.yahoo.com	20/9/2022	16:43

美股

道琼工业	 31019.68		 涨	 197.26

那斯达克	 11535.02		 涨	 86.62

S&P	500	 3899.89		 涨	 26.56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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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

	 1	 SUPR	 47950	 44600	 -3350	 -6.99%	 4500	 214230
	 2	 BYAN	 66150	 65225	 -925	 -1.40%	 3000	 195812
	 3	 DCII	 37000	 36700	 -300	 -0.81%	 900	 33080
	 4	 NFCX	 12300	 12000	 -300	 -2.44%	 2081100	 25059990
	 5	 INKP	 9300	 9075	 -225	 -2.42%	 11076200	 102447525
	 6	 MBAP	 10550	 10325	 -225	 -2.13%	 869100	 9004385
	 7	 RDTX	 8950	 8725	 -225	 -2.51%	 200	 1742
	 8	 TUGU	 3090	 2880	 -210	 -6.80%	 5874800	 17096767
	 9	 BBHI	 2660	 2480	 -180	 -6.77%	 7280400	 18227780
	10	 ITMG	 42275	 42100	 -175	 -0.41%	 2198500	 92700912

	 1	 EDGE	 21425	 22625	 1200	 5.60%	 13900	 314680
	 2	 TECH	 6250	 6725	 475	 7.60%	 2709000	 17380845
	 3	 BRAM	 8500	 8750	 250	 2.94%	 100	 875
	 4	 TCPI	 9025	 9275	 250	 2.77%	 11624800	 106385815
	 5	 ABDA	 5625	 5850	 225	 4.00%	 800	 4427
	 6	 BBSI	 4280	 4490	 210	 4.91%	 47600	 216222
	 7	 SMGR	 7000	 7200	 200	 2.86%	 30314000	 218135432
	 8	 ADES	 7225	 7400	 175	 2.42%	 47800	 351002
	 9	 IBST	 7500	 7675	 175	 2.33%	 500	 3780
	10	 ICBP	 8700	 8875	 175	 2.01%	 6978300	 61669270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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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0.17	 10130.17	 0.00	 0.00	
CNY	 2112.33	 2167.33	 2107.33	 2172.33	
EUR	 14804.96	 15144.96	 0.00	 0.00	 	
GBP	 16912.74	 17312.74	 0.00	 0.00	 	
HKD	 1887.93	 1929.93	 1883.93	 1934.93	
JPY	 102.66	 105.66	 0.00	 0.00	 	
MOP	 0.00	 0.00	 1794.45	 1906.45	
SGD	 10509.72	 10729.72	 0.00	 0.00	 	
USD	 14760	 15160	 14755	 15165

Date:2022.09.20
Time:	15:43:38

银行业肯定会传导
这种基准利率上升的
趋势到他们的利率，
包 括 存 款 和 贷 款 利
息。

自 9 月 1 日 起 将 最
低 法 定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RRR/GWM)	 正
常化至	 9%	水平的政
策以及不断增加的贷
款需求将减少银行流
动性。该因素将使资
金的竞争更加激烈。
银行业，尤其是低成
本资金比率较低的银
行，将立即提高存款
利率以维持流动性。

当 存 款 利 息 增 加
时，如果不立即提高贷
款利息，资金成本将增
加，这会下降净息差
（NIM）。同时，如果
贷款利息增加，可能会
影响贷款增长。

因此未来印尼央行
基准利率的上调将是
一种影响银行股走势
的情绪。拥有强大资
本和低成本资金比率
或高经常账户储蓄账
户	(CASA)	的大型银
行可以从这种利率上
升趋势中受益。

凭借较高的	 CASA	

比率，大型银行可以
保持资金成本稳定，
因此不必急于提高贷
款利率。这样，贷款
分配也可以很好地增
长。

曼迪里银行预计，
由于燃料价格上涨，
印尼央行基准利率将
在年底前再次上调。
该银行的经济团队预
测，燃料价格上涨将
推动通胀在年底前升
至6.2%，高于最初的
通胀预测	4.6%。

为 抑 制 通 胀 ， 去
年8月印尼央行将基
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bps)。

最近几个交易日各
大银行的股价涨幅相
当明显。

根据	 RTI	 数据，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
代号BBCA)	 的股票周
一（19/9）收盘上涨	

2.35%	至	8650	盾。
过去一个月，BBCA	的
股价上涨了	8.1%，今
年迄今为止，印尼最大
的该私营银行部门的股
价上涨	18.5%。

印尼庶民银行（PT	
Bank	 Rakyat	 Indone-
sia	 Tbk，股代号BBRI)	
股价收盘上涨1.5%至	
4570	 盾。一个月内，
这家国有银行的股价
上涨了5.5%，今年迄
今已上涨	11.2%。

万 自 立 银 行 （ P T	
Bank	 Mandiri	 Tbk，
股代号BMRI)	 股价在
上涨1.3%至92 2 5盾
后也收盘上涨。上个
月，该银行股价上涨	
7.3%，今年迄今已上
涨	31.3%。

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
nesia	 Tbk，股代号
BBNI)	 的股价收盘
上涨0.2%	 至	 8975

盾，因此在一个月内
上涨了3 . 8%，今年
迄今已上涨	33%。

尽 管 它 们 不 再 便
宜，但分析师认为大
型 银 行 股 仍 然 具 有
吸引力，因为它们在
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具
有更强的业务前景。	
BBCA	的市账率	(pbv)	
已达到	 4.98x、BBRI	
2.3x、BMRI	1.85x	和	
BBNI	1.23x。

同 时 ， 印 尼 大 学
（U I）资本市场观察
员	 Budi	 Frensidy	 评
估认为，资本充足率
（CAR）高的大型银
行，尤其是低成本比
率的大型银行，在应
对利率上升趋势时会
更加灵活。未来。

布迪估计，大型银
行股在年底前仍有上
涨的机会，尽管由于
估值不再便宜，因此
涨幅有限。（asp）

在利率上升的趋势中

一些银行股仍值得收集
【Kontan网雅加达讯】低利率时代

即将结束。由于预计今年印度尼西亚

银行（央行/BI）将再次提高其基准

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利率趋势将继

续增加，而燃料油（汽油/BBM）的

增加也将推动通货膨胀。

【本报讯】周二（9月20日）综合股
价指数（综指/IHSG）收盘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0.15点至7195 . 6 4
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上升1.46点
或0.02%，报收于7196.951点。LQ-
4 5 指 数 上 升 3 . 4 8 点 或 0 . 3 4 % ， 报
1028.207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升，日本指数上升
1 2 0 . 7 7点或 0 . 4 4%，报2 7 6 8 8 . 4 2
；香港指数上升2 1 5 . 4 5点或1 . 1 6%
，报18 7 8 1 . 4 2；上海指数上升6. 8 0
点或 0 . 2 2%，报 3 1 2 2 . 4 1；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 1 0 . 6 3 点或 0 . 3 3 %，报
3266.94。

根据idx.co. 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
交易总共发139万3982次，有319亿零
15 2万零零18份股票易手，总值13兆
2773亿3920万5834盾。涨价的股有211
种，落价的股有343份，262份持平。外
资净购2412亿3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EDGE（Indointernet
股 ） 涨 价 1 2 0 0 盾 ， 现 价 2 万 2 6 2 5
盾；TECH（Indosterling股）涨价475盾，
现价6725盾；BRAM（Indo	Kordsa股）涨
价250盾，现价8750盾；TCPI（Transcoal	
Pacific股）涨价250盾，现价927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SUPR（Solusi	 Tu-
nas	 Pratama股）落价3350盾，现价4万
4600盾；BYAN（Bayan能源公司股）落
价925盾，现价6万5225盾；DCI I（DCI	
Indonesia股）落价300盾，现价3万6700
盾；NFCX（NFC	 Indonesia股）落价300
盾，现价1万2000盾。

盾币贬值6盾
周二，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14984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值14978盾，盾币贬值6
盾。（asp）

综指上升1点至7196.951点

1美元兑14984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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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6

	 	

AUD	 9958.10	 10061.19

CNY	 2123.63	 2145.15

EUR	 14866.35	 15021.78

GBP	 16960.51	 17135.49

HKD	 1898.86	 1918.02

JPY	 103.86	 104.91

SGD	 10571.74	 10681.78

USD	 14905.10	 15054.90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902.50	 15052.50	

新币	 SGD	 10575.17	 10695.17	

港币	 HKD	 1888.01	 1928.01	

日元	 JPY	 102.76	 106.36	

欧元	 EUR	 14884.95	 15144.95	

澳元	 AUD	 9946.38	 10186.38	

英镑	 GBP	 17002.81	 17202.81	

人民币	 CNY		 2114.67	 2164.67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0.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145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7.001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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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nis.com雅加达
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预计，燃料油	(
汽油/BBM)	 价格的上
涨将影响多元金融行业
的利润。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第2B	 非银行金融业
(IKNB)	 监管部负责人
班邦（Bambang	W	Bu-
diawan）表示，燃油价
格上涨可能导致人们的
购买力和债务人分期付
款的能力下降。

从金融业增长的历
史数据来看，尤其是

在2006年和2015年等
燃油价格上涨的时期，
印尼的融资增长趋势仍
然是积极的并不断增加
的。但是，燃油价格上
涨的影响对公司利润影
响较大。

班邦周日（18/9）
在网络研讨会上说：“
当然，受影响的是财务
公司必须重新计算定
价。如果您在支付分期
付款能力下降的情况下
提高定价，这将有可能
导致不良融资（NPF）
。这就是为什么未来

的挑战是金融公司能够
承受资金成本的原因。	
我认为金融公司的利润
在行业中有所修正”。

金融服务管理局指
出，截至2022年7月，
融资应收账款仍同比
增长	 7.12%达384.63	
兆盾。截至2022年	 7	
月，金融业的利润也录
得	10.1	兆盾，同比增
长	33.72%。

与 此 同 时 ， 截 至
2022年7月，多元金融
业的总	 NPF	 ，从2021
年7月的	 3.95%	 降至	

2.72%。
班 邦 说 ： “ 融 资

将继续增长，只是在
定价方面它可能不会
增加。最好不要增加
它，以免它成为	NPF。
必须保持资金成本的
效率。换句话说，保
持边缘很薄”。

与此同时，印尼金
融公司协会（AP P I）
仍然乐观地认为，尽
管燃油价格上涨可能
削弱人们的购买力，
但该公司的盈亏表现
仍能好于去年。	

印尼金融公司协会
主席	Suwandi	Wiratno	
乐观地认为，这一时期
球员的财务表现不会受
到太大影响，因为在过
去一年中，有机会将业
绩扩大并恢复到冠状病
毒（Cov i d-19）大流
行之前的条件。

他说：“行业状况
到8月份为止，玩家的
盈亏表现还算不错，看
起来还在继续增长。我
们看好它仍然符合现有
的预测，该价值更好与
去年相比”。（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预计 汽油将影响多元金融利润

【Ko n t a n网雅加达
讯】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股代号BMRI）	预
计，即使印度尼西亚银
行（印尼央行/(BI)	基
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	
(bps)，净息差	 (NIM)	
仍可维持在 5 . 1 %至
5.5%	的水平。

截至2022年6月，万
自立银行的净息差为	
5. 3 7%。这高于去年
同期的	5.05%。

万自立银行制定实
现这一目标的战略，
此外，该银行预计央
行 料 将 在 2 0 2 2 年 底
前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4.7 5%，以减少因燃
油价格上涨而导致的
通胀上升。

万自立银行董事财
务经理西吉特（S i g-
it	 Prastowo）日前
说：“我们已经提出
今年的净息差目标是
5.1%至5.5%。我们

认为5.4%的利率可以
保持在同一水平。事
实上，我们有信心随
着第一学期的成绩小
幅上升”。

然而，万自立银行
认为，在利率上升的情
况下，该公司面临的挑
战是资金成本	 (CoF)
。该公司估计，到今年
年底，CoF	 将从2022	
年6月的1.3%增加10
个基点。

只 是 ， 西 吉 特 表

示，只要低成本资金
（经常账户储蓄账户/
CASA）的比例保持在
目前的75%水平，就
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增
加的风险，并伴随与
通过	Livin’	和	Ko-
pra	应用程序筹集低成
本资金的举措。

西 吉 特 承 认 ， 提
高央行的基准利率将
鼓励银行调整贷款利
率，尽管不会立即调
整。这是因为公司在

调整利率时需要考虑
几个因素，包括流动
性、债务人业务状况
和市场竞争。

“央行利率的提高
不一定会在贷款利率方
面跟随，它实际上取决
于或考虑到各种因素。
万自立银行将整体考
虑最好的一面，以便它
可以提供良好的回报，
同时得到很好的维护并
且健康成长，”他总结
道。（asp）

万自立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净息差达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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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印尼水泥公司
风险管理亦兼财政经理
安特里延诺.赫斯尼.班
囊吉安（Andriano Hosny 
Panangian）称，从今年第
4季至今，煤炭价格持续
相当显著的提高，该情况
对水泥需求造成相当的压
力，因主要是煤炭的能源
价格提高的缘故。

他解释说，该挑战造
成2022年上半年，全国的
水泥需求增长比去年同期
（yoy）紧缩1.2%，。“
在费用结构方面，煤炭需
求几乎占水泥企业生产费
用的23%。”

赫斯尼声称，为此，
印尼水泥公司尝试通过
各种方式，俾能减少生
产水泥当中对煤炭的依
赖 ， 虽 然 还 不 能 效 实
施，但印尼水泥公司已
提高生产效率，调低熟
料因素含量和提高热能
源取代率（���r�a� �������r�a� ����
stit�tion Rat�）。

面 对 对 能 源 费 提 高
造成的影响，印尼水泥
公司通过调低熟料因素
生产，设法摆脱对煤炭

的依赖，在2022年上半
年，已成功降低1%。

印尼水泥公司定下指
标，至今年底，熟料因
素含率能下降至67%。

与此同时，有关另类
能源使用，印尼水泥公司
已在芝拉扎（Ci�acap）的
工厂进行测试，使用比例
已达到15%。

印尼水泥公司在8个
地点拥有综合水泥厂，7
个港口，6家碾磨厂，26
个 地 点 的 包 装 厂 ， 以
及，306个营销商的7万
间零售店。“将来，我们
将在其它工厂实施，在
�onasa已使用生物质（�io 
�assa），合并起来，我
们的工厂热能源取代率仍
在大约6%水平。”

须知，该热能源取代
率的另类能源方式，其
中如替代燃油的生物质
能源，如稻壳或者是壳
（cang k a n g），能源也
能利用城市垃圾加工成
为粉煤灰飞灰（f�y as� 
�otto� as�），即焚烧
剩余的飞灰，印尼水泥
公司定下指标，至今年

底，在生产水泥利用量
能达到7%至8%。

只是，该国营水泥企
业的措施，还不足于遏
止煤炭价格上涨趋势，
印尼水泥公司也采取调
整价格的步骤，俾能保
持企业利润。

根据记载，今年，印
尼水泥公司已2次调整水
泥售价，即4月和6月，
与此同时，印尼水泥公
司已在国内市场调高平
均售价（A�P），从2021
年上半年的 8 7万 1 0 0 0
盾，至2022年上半年成
为93万5000盾。

接下来，对补贴柴油
价格上涨作出的反应，
印尼水泥公司不讳言，
在近期内，也将作出调
整价格，因印尼水泥公
司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水
泥运输费。

除此之外，该情况也
推动印尼水泥公司以国内
市场义务（DMO）价格储
备煤炭，印尼水泥公司肯
定，至2022年底，已储
备煤炭供应。“我们已经
储藏煤炭，供上半年的需
求，至今年底，能使总
需求的100%煤炭价格安
全。”（sl）

煤炭价格不受控制

印尼水泥寻找另类燃料

在西苏门答腊，巴东（Padang）Teluk Bayur的巴东水泥码
头，一员工正在检查船上的水泥袋情景。

【Kontan雅加达讯】印尼水泥(����n 

Indon�sia)公司利用另类燃料来生产水泥，

那是因煤炭价格越来越不受控制的缘故。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Cat�rkarda D�po 
Bang�nan(DEPO)公司称，
仍扩展业务以在印尼各地
区开发和增设新店。

Cat�rkarda D�po 
B a n g � n a n 公 司 总 经
理Ka��iyanto K�ttin
称，2 0 2 2年上半年扩展
到苏门答腊，在棉兰开
设新店之后，Cat� r ka rda 
D�po Bang�nan公司计划
在加里曼丹开设新店，并
回到爪哇岛。“我们认为
爪哇仍成为建筑材料的主
要市场达到60%。所以，
未来在爪哇，我们将继续
开设新店，即三宝垄、日
惹等等。Cat�rkarda D�po 
Bang�nan公司将服务社区
为建筑材料的需求。”

他补充说，爪哇岛仍
是主要市场已贡献至60%
，各地区的增长为巴厘
1 0 . 4%、楠榜9 . 6%，
并在20 2 2年上半年通过
W�a t sApp在线销售继续
提高，从此前仅占总销
售额的5.4%，提升成为
7.4%。

Cat�rkarda D�po 
Bang�nan公司定下指标，
至今年底，在Pondok G�d�
和J����r新店开业后，希
望Cat�rkarda D�po Bang�nan
公司收入能达到2.55兆盾
至2.6兆盾。

2 0 2 2 年 上 半 年 ， 
Cat�rkarda D�po Bang�nan公
司已增设两家新店，位于
Pondok G�d�和J����r，为
此，Cat�rkarda D�po Bang�nan
公司经营的分店共有1 1

家，分布在Ka� i�a�ang、 
��rpong、�idoarjo、玛琅
(Ma�ang)、万隆、茂物、
登巴萨(D�npasar)勿加西、
楠榜、J����r，和Pondok 
G�d�。

随着增设新店，2022年
上半年，分店总面积也增
加了从44137平方米成为
53497平方米。

他定下指标， Cat�rkarda 
D�po Bang�nan公司至2025
年将每年开设3家新店，以
致，至2025年可以实现21
家分店的目标。

2 0 2 2 年 上 半 年 ， 
Cat�rkarda D�po Bang�nan
公司记载，营业收入1.2兆
盾，比去年同期提高4.6%
，Cat�rkarda D�po Bang�nan
公司记载，毛利为18.4%
、利息、税项、折旧和摊
销前盈利(EBI�DA)5.2%或
640亿盾，和本年度利润为
3.4%或410亿盾。

营业收入来自于建筑材
料62%、装饰材料36%，
和其他约为2%。

从 毛 利 方 面 ， 建 筑
材料记载，毛利从此前
的17%提高成为18%，
装饰材料的毛利从此前
的18%提高成为19%，
以致，Cat�rkarda D�po 
Bang�nan公司毛利总数，
从此前的17 . 8%提高成
为18.4%。“在2022年
下半年的市场受到高通胀
率预期影响的情况中，我
们承诺将继续聚焦于开发
和产品多样化、拓展渠道
的战略，包括加快开发新
店。” (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P�tros�a(P�RO)公司旗下
子公司，即Karya B���i 

L�stari (KBL)公司已与
Indo Bara Prata�a（IBP）
公 司 签 署 矿 业 服 务 协

议，地点是在东加里曼
丹，K�tai Kartan�gara县
K���ang Jangg�t矿区，该
合同期限为5年和合同值
为2.89兆盾。

日前，P�t ros�a公司总
经理罗米.诺凡.英特拉宛
（Ro�i Novan Indrawan）
称，P � t r o s � a公司持续
在煤矿业服务领域扩展
业务，扩展的业务配备
P � t r o s � a公司在矿业的
多样化发展，如铝矾土
（�a�ksit）、镍和主要是
金矿。

他声称，“我们有信
心，通过我们持续不断的
扩展业务，P�t ros�a公司

将越发发展，成为可持续
的资源企业，支撑我国的
矿业领域。”

根 据 公 司 内 部 财 政
报告，截至 2 0 2 2年 6月
3 0日，P � t r o s � a公司拥
有Karya B���i L�stari
公司的 9 9 . 9 9 %股份，
该数目与2021年12月31
日， P � t r o s � a公司拥有
Karya B���i L�stari公司
的股份百分率比较，并没
有变化。

根据R�I数据，周五（9
月16日）收盘时，P�tros�a
公司的股票每张为30 9 0
盾，该数目比今年初剧升
42.40%。（sl）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M�stika Rat�公司越发认
真勘探出口市场，作为将
来的业务增长支撑，已上
市27年的M�stika Rat�公
司，如今，已向32个国家
销售各种产品。

日前，M�stika Rat�公
司总经理比卡尔.艾吉狄乌
斯.希度摩朗（Bingar Egidi�s 
�it��orang）称，M�stika 
Rat�公司已向对外来产品
严格控制的日本市场推出
即饮草药（Ja�� R�ady �o 
Drink）产品。

他 对 记 者 阐 明 ， 
“M�stika Rat�公司不单只在
国内市场存在，但也在世界
各国，如果谈及在世界各国
的M�stika Rat�公司产品，已
不知有多少M�stika Rat�公司
产品在全球市场销售。”

不 但 如 此 ， 今 年 9
月，M�stika Rat�公司
也被我国驻美国大使馆
（KBRI）邀请，出席在美
国华盛顿（Was�inton DC）
的我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
的印尼之夜（Indon�s i an 
Nig�t）联欢会。

他声称，该节目向潜在
的买家介绍旅游和文化以及
商业匹配，他认为，该事宜
是对成为已向全球市场扩展
的国内企业的M�stika Rat�公
司的鉴赏方式。

他续称，作为越来越
有竞争力的工业，M�stika 
Rat�公司已准备数项具有
战略性的措施。“在芝比
通（Ci�it�ng）土地的资产
多优化计划，将运用于在
公司加快发展计划期间，
加强资本结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草 药 与 制 药 企 业 � i d o 
M�nc��(�IDO)公司今年6
月记载销售额1.61兆盾。
该销售总额比2021年6月
1.65兆盾下降2.6%。

�ido M�nc��公司投资
者关系总监Bi��y Uta�a说
明，销售额下降因为自过
去两个月以来民众购物的
变化。“自过去两个月以
来一切都快速变化。客户
行为和重点转向主食，因
为2022年开斋节后食品价
格继续提高。”

他续说，民众和客户
购买力下降，尤其中低收
入民众选择重新分配他们
的大部分支出为食品、电
力和燃料。该情况对�ido 
M�nc��公司2022年上半年
销售额下降带来影响。

�ido M�nc��公司销售额
下降同比几乎3%，因为
草药和食品在国内市场的
需求很低。药物领域提高
17%以稳定的需求。从国
际业务方面，�ido M�nc��
公司仍记载销售额提升至
80%。“我们的毛利润率
同比更低3%，该情况受
到更低的销量推动。原料
价格比上一季度仍高位企
稳。”

虽然如此，�ido M�nc��
公司乐观2022年下半年销
售额和净利将比上半年提
高。因为，�ido M�nc��公
司于2022年9月将推出新
产品。

“我们希望这个新产品
将为2022年第四季提供销
售贡献。”

此外，�ido M�nc��公
司也将于2022年第二季增
加出口目的国家，尤其是
向中国、加纳(G�ana)和
肯尼亚(K�nya)，将营销
的产品是�o�ak Angin和草
药补充剂。

根据�ido M�nc��公司
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6
月，草药和补充剂销售额
成为9887.3亿盾，从去年
1.06兆盾下降6.85%。

食品与饮料提高3.53%
成为5448.2亿盾。药物收
入达到785.5亿盾。

�ido M�nc��公司销售
主要负担方面，从2021年
上半年7247.1亿盾，2022
年上半年提高成为7576.1
亿盾。

为此，�ido M�nc��
公司2 0 2 2年上半年净利
445 5 . 9亿盾。该总额比
2021年上半年5020亿盾更
小。(lcm)

在东爪哇Jember的一家Depo Bangunan建筑材料商店。

DEPO公司扩展业务

今年拟开设新店

Sido Muncul公司生产的Tolak Angin药品。

2022年上半年

SIDO公司收入下降2.6%

PTRO旗下子公司获取2.89兆盾新合同

Petrosea（PTRO）公司旗下子公司获得5年期的新合同，合同
值达到2.89兆盾。

Mustika  Ratu向32个国家销售产品 认真探讨出口市场

Mustika Ratu生产的草药产品，在Kimia Farma各药店销售。

以2 7年上市经验，如
今，M�stika Rat�公司正在
多方整顿董事会和准备迎
接日益精通的健康技术和
面对保健工业的挑战。

1995年，M�stika Rat�
公司首次上市，每年的发
展，M�stika Rat�公司的
股票值起伏。“对已上市
的企业来说，该事宜是很
正常的问题，股票起伏是
必然性质，但每年提升的
M�stika Rat�公司股票值，
显示良好的趋势。”（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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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

的科学。无论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还是西方现代经

济学，其诞生都是建立在

对已有传统经济思想、经

济学说批判继承基础之上

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

学理论原理和经济思想历

史研究的结合。亚当·斯

密在《国富论》中专辟一

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

相结合的视角对重商主义

和重农主义经济学说进行

了回顾和评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

整理。但从当前国内高校

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布局来

看，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课

程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还体现的不够。经济思想

史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学科尚属于薄弱学科，还

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学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亟待进一步加强。从教材

建设来看，我们也缺乏贯

通古今的有关中国经济思

想史的权威教材。

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

古代中国经济实践和中华

传统文化中形成、发展而

来，具有丰富的内涵。但

中国古代并无专业的经济

学家，许多有价值的经济

观点通常混杂在政治家和

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等论

述之中。因此，当代中

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

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形

成、传承、发展进行过程

描述、线索勾勒和价值判

断。这个描述、勾勒和判

断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

个经济思想“提炼”的过

程，从中提炼出的思想、

学说、理论、观点，以及

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等，可

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丰富

滋养。

历史上，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曾对欧洲古典政治经

济学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

学说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

响。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

斯特早在1909年出版的《经

济学说史》一书中就公开承

认了此点。经济学家谈敏

在1992年出版的《法国重

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一书中，系统论证了法国

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

均有渊源于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的显著痕迹。此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

常平仓”概念，也曾对大

萧条时期美国的农业立法

产生过直接影响。我们构

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高

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

想的提炼、总结和提升，

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养

分和实践借鉴。

三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

国发展实际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思想精髓。从新发展

理念的视角来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养分。

其一，中国人对“创

新”的认知源远流长，早

在西周《周易·杂卦》中

就有“革，去故也；鼎，

取新也”的论述。“创

新”一词则最早可见于南

北朝的《魏书·列传第五

十》，其文写道“革弊创

新者，先皇之志也”，“

创新”在这里主要指制度

的改革、体制的革新。创

新发展理念在当下中国的

落地，不仅需要制度创新

驱动，也需要科技创新驱

动。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

技史的挖掘，培根、马克

思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于世

界近代历史进程影响的论

述，都彰显了中国古代有

足资镜鉴的丰富科技创新

智慧和遗产。

其二，与协调发展理

念相对应，中庸与和谐

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

中被上升到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高度。《礼记·

中庸》就提出“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董仲舒将“中”与“和”

作为调节社会运行的基

本尺度，摆在治国理政方

略的重要位置，指出“是

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

其德大盛”。所谓“不

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中国古代治理国家

同时也讲究系统思维、全

局观念。

其 三 ， “ 天 人 合

一”“道法自然”在中国

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

位置，其基本内涵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对应着

绿色发展的理念。尧舜时

期我国就已设置了最早的

生态保护职位——“虞”

与“衡”。夏朝也形成了

一系列生态保护的古训，

比如：“春三月，山林不

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

罟，以成鱼鳖之长”。到

了西周时期又分设“山

虞”“泽虞”“川衡”“

林衡”等官职，分别承担

保护山、沼泽、江河、森

林的职责。这些绿色发展

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经历了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当

代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

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中华民族自古

就以“天下大同”“协和

万邦”的宽广胸怀，在不

同历史时期陆续开展了与

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谱

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

的丝路长歌，造就了“万

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

象，形成了“梯航万国

海相通”的宋元格局。尤

其是进入宋元时期，围绕

海上对外贸易建立了一整

套相互配套的管理机构，

形成了一系列细致严密的

制度设计，蕴含着开放

发展的朴素理念。中国当

前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

段，“一带一路”建设和

制度型开放都可以从古代

开放封闭的历史兴衰中找

到启迪。

其五，从老子“损有

余而补不足”、孔子“不

患寡而患不均”到管子“

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

人”，先秦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中就已形成丰富的共

同富裕思想元素，这与共

享发展的理念相通。《管

子》一书集中吸收了先秦

诸子各家治国理政思想，

在《治国》《五辅》诸篇

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

富民”“贫富无度则失”

等观点，并给出了“厚其

生”“输之以财”“遗之

以利”“宽其政”“匡其

急”“振其穷”等诸多富

民措施。尽管诸多思想未

能转化为实践，但先贤对

共同富裕理想的探索和追

求仍具进步意义，对新时

代推进共同富裕有重要的

现实启示作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

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本文系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地

位与价值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

9月15日，离岸人民币

兑美元跌破7.0，9月16

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亦“

破7”。这是自2020年7月

以来首次出现人民兑美元

汇率“破7”的情况。9月

16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

对人民币6.9305元，也处

于“破7”边缘。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破7”，引

发市场高度关注。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

破7”，是国际和国内多

重因素导致的。国际层

面，美联储持续强势加

息，如果加息幅度大，持

续时间长，美元持续走

强，必然会让日元、欧元

和人民币等主要国家和

地区的货币被迫贬值。近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

反复强调，未来将不断加

息。美联储加息的事实和

强预期，进一步强化美元

指数，日元、英镑和欧元

等非美货币兑美元汇率的

下跌趋势，其中，日元和

欧元对美元贬值幅度较

大。市场对美元的预期看

好，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

率不断上升。美国高盛公

司甚至预计，今年底，美

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升

至3.75%，在202 3年达

到4.0%的峰值。美元持

续升值，美国成了暂时的

赢家，把风险转移给其他

国家。

国内层面，1-8月份，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正快速

恢复增长，国内经济稳中

向好总趋势不变。但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

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

大。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

市场，9月5日，中国人

民银行宣布，自9月15日

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

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

至6%。为了配合“稳增

长”等宏观经济社会目标

的实现，9月15日，中国

人民银行宣布，开展4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和20亿元7天期逆回

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维

持2.75%、2%不变。外

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

整，旨在进一步稳外汇

市场和稳增长预期。但是

国内市场预期的变化，也

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构成

压力。

对于这些，中国必须

做好心理准备和出台对冲

措施，以便进一步应对汇

率变动风险。但从以往经

验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跌“破7”其实并不可

怕，关键是中国要做好风

险管理和预期管理。对于

涉及到外贸和国际投资

的企业而言，要采用货币

期权、人民币直接结算等

方式对冲人民币兑美元的

汇率风险，同时也要做好

汇率波动的预期管理，采

取多种汇率避险手段规避

损失。中国人民银行等相

关职能部门应采取积极措

施，指导企业应对汇率风

险，同时进一步采取稳定

汇率的政策措施。

中国只要积极应对，做

好稳增长和稳汇率等各

项工作，中国经济稳中

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变，

汇率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

和企业的影响就在可控

范围内。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

人民币“破7”并不可怕 关键要做好风险管理 文/韩文龙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养分 文/陈旭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积累的经济智

慧与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之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连接，这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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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特拉斯将在第77届
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
讲，这是她以英国首
相身份进行的首次外
访。报道称，预计她
将利用这次访问强调
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
承诺，同时也强调需
要消除对俄罗斯的能
源依赖。

特拉斯还说，“我
向乌克兰人民传达的信
息是：英国将继续在你

们前进的每一步上支持
你们。你们的安全就是
我们的安全。”

报道指出，英国已
经是乌克兰的第二大
军事援助国，它承诺
在2022年提供23亿英
镑，同时提供数百枚
火箭、防空系统和非
致命军事装备。

此外，特拉斯还将
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法
国总统马克龙会晤。

报道称，此次出访
是在英国脱欧后呈现紧
张局势，以及特拉斯是
否视法国领导人为“朋
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下
进行的。虽然她希望会
议的重点将主要放在能
源安全和俄乌冲突上，
但围绕《北爱尔兰议定
书》的冲突必然会成为
重点。

拜登已对英国脱欧
对和平进程的威胁表
示担忧，并淡化了达
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可
能性。马克龙长期以
来一直是英国脱欧的
批评者，并一直坚定
地敦促英国遵守在北
爱尔兰和渔业权方面
的承诺。

在 保 守 党 党 首 竞
选期间，当被问及法
国总统是“敌是友”
时，特拉斯拒绝给出
明确答案，引发了一

场外交纠纷。在抵达
美国之前，特拉斯被
问及英法关系，她表
示希望“与法国建立
建设性关系”。

蒙古国报告1例鼠疫死亡病例
当地时间9月20日下午，蒙古国国

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主任朝格巴达
尔赫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该国科布
多省已报告1例鼠疫死亡病例。

上述死亡病例为蒙古国科布多省
莫斯特县一名公民，于本月12日捕
猎一只旱獭并食用后，身体出现发
烧和腹泻等不适症状。该省人畜共
患病研究中心医学化验检查结果显
示，该病例确诊为鼠疫感染者。目
前，蒙古国防疫部门已判定，与其
密切接触者共有40余人，已对密接
者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对密接者所
处地点进行环境消杀。

此前，9月11日，该省策策格县曾
发现1例鼠疫确诊病例。目前，该病
例在住院接受治疗，病情开始好转。

民调：特朗普支持率
跌至2021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

综合美媒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
司(NBC)近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54%的注册选民对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持负面看法，34%的选民持正面
看法，这是自2021年4月以来的最
低值。

报道称，这次民调是在联邦调查
局(FBI)调查特朗普及他在海湖庄园
持有的文件之际进行的。

民调人员还就针对特朗普的各项
调查询问了选民的看法，特别是询
问各种调查应停止还是继续。民调
显示，56%的选民认为调查应该继
续，41%的人认为应该停止。

福奇：美国还没达到
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水平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
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 t h o ny 
Fauci)当地时间19日表示，在新冠大
流行问题上，美国还没有达到“与病
毒共存”所需的水平。

福奇19日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
心表示，美国每天仍有400多人死于
新冠病毒，尽管这一数字比一年前
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想“与病毒
共存”，我们还没有达到需要的水
平”。福奇认为，迄今为止，人类
只根除了一种病毒，即天花病毒。
新冠病毒与天花病毒完全不同，天花
病毒在数年间、数十年间甚至几个世
纪都不会发生变化，且疫苗可以提供
几十年甚至终生的免疫力。

美国森普拉能源考虑向日本等亚洲国家出口蓝氢
据日经新闻9月20日报道，美国森

普拉能源(Sempra)旗下基础设施公司
总裁Dan Brouillette表示，该公司正
考虑向日本和亚洲其它国家出口由液
化天然气制成的蓝氢，并在生产过程
中采用碳捕获技术。该公司希望利用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梅隆液化天然
气工厂生产氢气等新兴能源。该工厂
目前正处于产能扩张阶段，由森普拉
能源基础设施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由
日本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和三菱公司以
及日本航运公司日本邮船共同经营。

韩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超20%
但发电量比重并未增加

韩联社9月20日消息，据韩国电
力交易所电力统计信息系统当日公
布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韩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2﹒7103万兆
瓦(MW)，占整体发电装机容量的
20﹒1%，首次超过20%。

其 中 ， 太 阳 能 发 电 装 机 量 达
2﹒0305万兆瓦，在可再生能源中占
比15﹒1%。水力、生物、风力各占
1﹒3%。另外，液化天然气(LNG)占
比最高，为30﹒8%，核电占17﹒3%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比重2012年
12月为5%，同期，核电装机量比重
由25﹒3%降至17﹒3%。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
电量的比重并未增加。据韩国电力
公司本月8日发布的《7月电力统计
月报》，今年7月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为4581吉瓦时(GWh)，占比仅为
8﹒3%。核电发电量为1﹒5355万吉瓦
时，占比27﹒9%。此外，煤炭发电量
占比35﹒8%。燃气发电量占26﹒9%。

马来西亚8月贸易顺差同比收窄近20%
马来西亚8月份贸易顺差与7月份

相比有所扩大，得益于电子和石油
产品出口的增长。马来西亚国际贸
易和工业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贸易顺差为169﹒2亿林吉特（约合
37﹒2亿美元），7月份为154﹒9亿林
吉特。

与7月份相比，8月出口增长5﹒2%
，进口增长了5﹒4%。不过，与去年
同期相比，马来西亚8月贸易顺差收
窄了19﹒9%。出口同比增长48﹒2%
，至14 1 3 ﹒ 3亿林吉特；进口增长
67﹒6%，至1244﹒1亿林吉特。

特拉斯：2023年英国对乌克兰军援金额或超今年

当地时间9月6日，伊丽莎白·特拉斯在伦敦首相府
门前发表就任英国新首相以后的首次演讲。

【中新网】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0日

报道，在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

之际，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该国

将在20 2 3年达到或超过20 2 2年的

对乌军援金额。

【海外网】瑞士政
府9月19日确认，已经

与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正式签署

采购36架F-35A型战机
的合同，合同金额约62
亿美元。

法新社援引瑞士军
备采购局声明报道，瑞
士国家军备总监马丁·
松德雷格和F-35A项目
经理达尔科·萨维奇19
日在伯尔尼签署了采购
合同。

瑞士政府在一份声
明中说，合同内容还
包含特定任务装备、
武 器 、 弹 药 以 及 后
勤、任务规划和培训

支持等。
这批战机将于2027

年至2030年交付。
瑞士政府去年6月决

定向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采购36架F-3 5A型
战机，在国内引发争
议。批评者认为，以这
款战机更新现有战机支
出过高。

今年8月，瑞士两个
政党和一个社会团体发
起“阻止F-35”公投
倡议，征集逾12万人签
名，达到举行公投的人

数标准。
不过，按法新社报

道，瑞士政府和议会决
定绕过公投签署这项军
购合同，目的是“要在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报
价到期前”将这笔交易
敲定。

“阻止F-35”公投
原定2 0 2 3年 3月1 2日
举行。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给予瑞士方面
采购F-3 5A型战机的
报价2 0 2 3年 3月3 1日
到期。

已经与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式签署采
购36架F-35A型战机的合同。

绕过公投 瑞士签署36架F-35A型战机采购合同

【新华社】德意志
联邦银行 (央行 ) 9 月
1 9日发布月度报告预
测，主要受能源危机影
响，德国经济今年第四
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可
能出现萎缩。

报告说，受天然气
供应短缺等因素影响，
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本季
度或将停止增长，第四
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下

降的可能性大增。
德 国 央 行 专 家 认

为，高通胀、能源供应
及价格的不确定性不仅
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
还影响服务业和居民消
费，德国经济前景存在
极大的不确定性。

报告显示，德国8月
通胀率升至7﹒9%，由
于加油补贴等上一轮纾
困计划8月底到期，预

计能源和服务价格上涨
将推动通胀率进一步升
高，未来几个月可能升
至10%以上。

今 年 第 二 季 度 ，
德国经济环比增速从上
季度的0﹒8%大幅放缓
至0﹒1%。

德国央行：德国经济本季度可能停滞 四季度GDP或下降

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
济环比增速从上季度的
0.8%大幅放缓至0.1%。

【中新社】墨西哥城
消息：墨西哥国家地震
局当地时间19日消息，
该国西部米却肯州当天
下午发生7﹒7级地震（中
国地震台网显示为7﹒5
级)。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在社交媒体上称，地震
已造成1人死亡。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
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
于当地时间19日13时5
分（北京时间20日2时5
分）。震中位于米却肯
州科阿尔科曼市以南63
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
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
此前测定的震级为7﹒4
级，随后更新为7﹒7级。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

测定，当地时间19日13
时5分（北京时间20日2
时5分），在墨西哥(北
纬18﹒3度，西经103﹒2
度)发生7﹒5级地震，震
源深度10公里。

美联社报道称，震
中位于阿奎拉(Aquila)
东南37公里处，靠近科
利马州和米却肯州的边
界，已造成至少一人死
亡。墨西哥首都墨西哥
城有明显震感。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在社交媒体上称，墨西
哥海军部长告诉他，在
科利马州的港口城市曼
萨尼约，一家商场的墙
因地震倒塌，造成一人
死亡。

墨西哥发生7.7级地震 

首都震感明显

墨西哥当天下午发生7.7级地震。

【财联社】高盛策
略师团队日前表示，
由于美联储正试图遏
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
胀，联储不太可能在
2024年之前转向并下
调基准利率。

以简·哈祖斯(Jan 
H a t z i u s )为首的高盛
经济学家周一在一份
报告中预测，从现在
到2023年底，美联储
将再加息四次，最终
将利率维持在4﹒25%
至4﹒50%区间，直至
2024年才开始降息。

北京时间周四(9月
22日)凌晨2:00，美联
储将公布利率决议。
哈祖斯目前预计，政
策制定者将批准连续
第 三 次 加 息 7 5 个 基
点--是通常幅度(25
基点)的三倍。

高盛还预测，美联
储将在11月和12月各
加息50个基点，然后
在2023年加息25个基
点，并在2024年降息
一次。

最新预期与几个月
前的情况有所不同，
当时多数交易员认为
美联储短期内仅会以

75个基点的幅度加息
两次。而今年6月和7
月，美联储已经连续
两次加息75个基点。

为何快节奏加息
在谈到美联储可能

决定连续第三次加息
75个基点时，高盛分
析师团队指出，他们
看到了计划改变的几
个原因，如就业市场
的强劲势头减少了对
现阶段过度紧缩的担
忧，美联储官员现在
似乎希望在扭转过热
方面取得更快、更连
贯的进展，一些人还
可能已经重新评估了
短期中性利率。

尽管与许多其他专
家一样，高盛经济学
家最初也认为美联储
将在7月之后缩小加息
幅度，但在上周比预
期更热的8月通胀数据
出炉后，高盛的观点
发生了变化。

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
数意外环比上涨0﹒1%
，令通胀放缓的希望
破灭，当月同比上涨
8﹒3%，接近198 1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对
于美联储何时改弦易

辙，高盛的观点基本
符合分析师的普遍预
期。

英国《金融时报》
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
学院合作进行的最新
调查显示，大多数知
名经济学家认为，为
了遏制通胀，美联储
将把基准政策利率提
高到4%以上，并将维
持这一水平直至2023
年之后，直到2024年
甚至更晚才可能开始
降息。

交易员们已经为超大
规模加息做好准备

由于担心美联储会
采取更激进的措施，
在出人意料的通胀报
告出炉后，美股当日
大幅下跌，道琼斯指
数下跌1276点，创下
自2020年6月以来最糟
糕的一天。

目前，投资者已经
在为美联储即将召开的
政策会议做好准备。交
易员们押注官员们将再
次批准75个基点的超大
规模加息，一些华尔街
人士甚至预期，美联储
可能会加息整整100个
基点。

美联储何时转向？

高盛：到明年底再加息4次 2024年或会降息

【环球市场播报】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
长拉维-梅农（ R a v i 
Menon）周二表示，全
球经济面临的关键不确
定性不是一个，而是四
个，其中包括明年的衰
退，暗示政策制定者将
在更长时间内处于救火

模式。
他将经济低迷的严

重程度、中期通胀轨
迹、地缘政治对市场的
影响以及气候风险对投
资组合的影响列为全球
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

梅农在超级回报亚洲
（SuperRetu rn Asia）

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
示，关键问题是经济衰
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
他补充称，这取决于通
胀有多高且持续多久，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别
无选择，只能采取比市
场预期的更多、更长时
间的紧缩措施。

和世界上许多经济体
一样，新加坡也在努力
应对尚未见顶的通胀，
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的
问题。新加坡金管局过
去一年已经四次收紧货
币政策，其中两次是出
人意料的。预计下个月
将再次收紧货币政策，

以争取在年底前将目前
7%的通胀率降下来。

梅农表示，中期通
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
于高位，而不是近期温
和的价格上涨，并补充
称，廉价资金和廉价劳
动力的时代很可能已经
结束。

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全球经济面临四大不确定性



【本报M o h a 报道】
9月19日，五菱汽车邀请
了多家媒体记者在雅加
达穿越各种出行条件，
举办了题为“绿色出行
体验”的五菱Air ev电动
车测试活动。

当天，记者们有机会
以司机和乘客的身份亲
身体验，由主办方特别
准备的7台五菱Air ev电
动车。

据五菱汽车品牌与市
场总监Dian Asmahani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分享
在真实的城市交通条件
下驾驶全国第一辆五菱
电动汽车的经验，以及
在旅行路线中的创意挑
战。她说，希望通过此
次机会能够证明Air ev
能够应对城市交通的挑

战，以及其拥有各种环
保设施的支持。

此外，试驾者还可以
体验电动车的一系列现
代功能，包括印尼语语
音指令、五菱印尼语指令
（WIND）、五菱车联网
（IoV）远程控制功能等
多功能的良好设备。

五 菱 汽 车 产 品 规 划
部Da n a n g  W i r a t m o k o 
表示，五菱A i r  e v电
动车嵌入了现代创新技
术，以支持用户在驾驶
或访问紧凑型电动汽车
中存在的各种功能时的
便利性。

Danang说，第一个现
代创新是WIND，一种使
用印尼语的语音命令功
能。操作是通过说“你
好五菱”或按下方向盘

右侧的按钮来激活它。
通过此语音指令可以访
问各种功能设置，即收
音机、空调、窗户、电
话、在线应用程序、音
量 、 时 间 及 音 乐 。 另
一项创新是通过车联网
(IoV)的五菱远程控制应
用程序。该设施允许用
户通过安装在智能手机
上的 MyWuling+ 应用程
序访问车辆及其功能。

有了车联网，启动车
辆、打开或锁定车门、
冷却车厢都可以通过该
设备完成。Air ev 的充
电状态和剩余电池电量
也可以从应用程序的主
屏幕中看到。

据Danang介绍，五菱
air ev配备了集成浮动宽
屏，分为10.25英寸的仪

表盘屏幕和相同尺寸的主
机。主机具有各种功能，
即空调、收音机、音乐和
车辆控制。此外，还可以
显示后驻车摄像头的图
像。“关于主机，还有一
个导航系统和一个电源中
心，用于了解电池使用情
况和里程。

一 系 列 试 驾 活 动 从
产品展示、路线介绍和
五菱中心的启动仪式开
始。随后，一行人前往
Pantai Indah Kapuk地区，
体验五菱Air ev的3种驾
驶模式，分别是正常，
生态和运动。接着大家
一同前往红树林自然旅
游公园（Taman Wisata 
Alam Mangrove）种植红
树林作为“绿色”的一
种形式，这是参与保护

雅加达沿海地区环境活
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活 动 结 束 后 ， 旅 程
继续前往苏迪曼地区的
Station BNI City，然后
前往位于Kebayoran Baru 
M e l a w a i地区的R um a h 

Wijaya，以测试五菱 Air 
ev 作为一款可以在单双
路线上行走的电动汽车。

最后，大家被指示开
车前往Senayan Park，结
束了共计70公里的试驾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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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汽车举办Air ev 绿色出行体验

五菱汽车产品规划部Danang Wiratmoko介绍五菱 Air ev 电
动汽车的一些现代功能

五菱汽车媒体负责人Brian Gomgom（右）举行试驾活动启
动仪式。

参加试驾的五菱 Air ev 电动汽车队伍抵达红树林自然旅
游公园。

参加试驾者车队穿越雅加达市区路线一景。

驻缅甸大使馆提醒 在缅同胞进一步加强疫情防范
【中新网20日讯】据中

国驻缅甸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消息，当前，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仍在全球快速扩散。根
据缅甸卫生部门发布，近
期缅甸国内新冠确诊病例
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再次
加重。为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保障在缅同胞生命健
康，服务国内防疫大局，驻
缅使馆提醒在缅同胞进一步
加强疫情防范：

一、杜绝麻痹思想和松
懈心态，坚持常态化防疫
措施不放松。

二、密切关注缅甸疫情

动态，严格遵守缅方疫情
防控政策和要求。坚持戴
口罩、勤洗手、勤消毒，
尽可能避免聚餐聚会等
聚集性活动，外出做好个
人防护，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尽力降低感染风险。

三、如无紧急必要事

由，避免长途或跨境旅
行。回国乘客要认真阅
知乘机前检测要求(mm.
c h i n a - e m b a s s y . g o v .
cn/ls fw/zytz/202206/
t 2 0 220628_10711302.
htm)，严格做好回国前闭
环健康管理，及时按规定

进行双核酸检测并申请健
康码。候乘机时坚持全程
做好防护。如出现发烧、
咳嗽、咽痛等疑似症状，
主动联系航司推迟行程。

缅甸医疗急救电话：192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电话：0095-

9-43209657
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电话：0095-
9-259172726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
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
10-12308或0086-10-
59913991

【本报讯】印尼龙狮联
合会（Fe d e r a s i  O l a h -
raga Barongsai Indonesia简
称：FOBI) 将于10月7至9
日，在日惹Sleman City Hall 
举办一场“2022年印尼全

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届时，来自全国16个

省，包括：亚齐、西苏门答
腊、北苏门答腊、雅加达、
东加里曼丹、中爪洼、南加
里曼丹、日惹、西爪洼、巴

厘岛、东爪洼、北加里曼
丹、廖省、南苏拉维西、楠
榜、廖群岛等，逾400名运
动员将参加 10月上旬在日
惹举办的本次大赛。

此次大赛共设置了13个

项目，分别是自由套路龙
赛、障碍龙赛、竞速龙赛、

传统舞狮、自由套路
狮、强制套路狮、障碍
狮、速度狮、走头敏捷
狮、瓜瑶灵动舞狮、上推

灵动舞狮、北京赛速度和
北京赛套路自由。

本次全国锦标赛是在迎
接2024年将在北苏门答腊
和亚齐举办的PON XXI全
国体育周的活动。通过这

次全国锦标赛，希望能够
寻找出更多的舞龙舞狮运
动员优秀选手，以便更好
地推动我国舞龙舞狮的发
展，在国际舞台上为我国
争光。(FOBI供稿/图)

16 个省准备参加印尼龙狮联合会主办

“2022年印尼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印尼龙狮联合会总主席丘昌仁印尼龙狮联合会理事们在会所合影。



9月15日，参加英国名
校双硕士项目的华侨大学
统计学院2021级研究生
王梓玥，赴英国布里斯托
大学接受联合培养，成为
本学期第二批出境交流的
学生之一。

“我相信，国外留学生
涯教会我的，将不仅仅是
专业知识、学习方法，更
多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
自己。”王梓玥表示。

作为一所面向海外，
面向港澳台办学的高等学
府，华侨大学大力推进国
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
出境交流项目，目前已与
五大洲44个国家和地区
的280多所高校、科研机
构和政府部门签署合作协
议。面对国际交流新挑
战新要求，学校积极转变
思路、整合资源、创新方
式，助力学生通过境外交
流拓宽国际化视野，全面
提升综合竞争力。

即便是在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延续至今的背景
下，这项工作也未停歇。

全力护航学生出境交流
7月3日下午，华侨大

学以视频形式在两校区举
办“平安留学”2022暑假
及秋季学期学生对外交流
行前培训，国际交流合作
处邀请新闻与传播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保卫
处相关人员分别就中国故
事的凝练与讲述、跨文化
心理适应、涉外教育交流
中的国家安全、外事纪律
和出境安全开展培训。

这是学校在全球疫情复
杂形势下全力护航学生出
境交流的重要举措之一。

面对境外严峻的疫情

形势，华侨大学积极应
对，在做好常态化防控的
前提下多措并举、务实开
展工作，保障学生的出境
交流和访学需求。

学校借助邮件、在线视
频会议软件等工具积极与
境外合作院校沟通，确保
信息畅达，双方举行多次
座谈和线上对接会，协助
学生被顺利录取、办理护
照并获得签证；组织学生
参加教育部“平安留学伴
你行”行前培训会，学习
领事保护、科学防疫、防
范诈骗等知识；邀请优秀
项目校友或学生分享在外
的学习生活体会、出入境
注意事项等；为学生贴心
准备特A级防护服、护目
镜、N95口罩、医用一次性
手套等爱心防疫礼包……

据 不 完 全 统
计，2021-2022学年，华
侨大学共发布57个学生
出国（境）交流项目，学
生赴英国、美国、爱尔兰
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实地交
流保持正常派出66人次。

而本学期，又有18个学
院的46名同学赴英国、美
国、日本及中国澳门地区高
校展开实地交流学习，项
目包括英国名校双硕士项
目、中美121双学位项目、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硕士联
合培养项目、日本岐阜大
学免学费交流项目、澳门
大学交换生项目以及澳门
科技大学的保荐生推免项
目、学分交流项目等。

8月底，国际学院2021级
学生靳韵含已通过中美121
双学位项目，赴美国北亚
利桑那大学攻读双学位，
成为华侨大学本学期首批
出境交流的学生之一。她
说：“刚刚开始的在美校

园生活，作业从四五点写
到八九点是常有的事情，
虽然忙碌，但我却觉得很
充实，更充满期待，我想
要继续探索更多在这里学
习生活的可行性。”

访学过程中，同学们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讨论，
与教授们就前沿技术进行
积极交流。工商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刘夏君、法
学院2020级学生周雨欣
分别参加了澳门科技大学
学分交流项目和澳门大学
交换生项目，目前正在这
两所学校学习中。刘夏君
说：“澳门科技大学的学
习氛围相当浓厚，课堂上
大家都很积极踊跃，非常
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
带动了我学习的积极性，
在第一节课上就尽力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老师对交
换生的态度也非常好，
第一节课就与我交流，让
我深受鼓舞，愿意挑战自
我主动分享观点，与老师
及时沟通。”周雨欣则对
澳门大学的书院管理制度
印象深刻。“澳门大学十
所书院的同学来自不同的
专业背景，营造了充满启
发性的环境，让大家互相
学习、增加见闻，并学习
如何和不同专业的同学共
处、合作。”她说。

此外，部分赴英国、
日本交流学习的学生，本
月也即将出发。如王梓玥
等本年度参加英国名校双
硕士项目的学生已分别被
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
学、格拉斯哥大学等世界
排名前100的学校录取。
而外国语学院2020级学
生李巧珍，也将于9月下
旬出发，赴日本岐阜大学
免学费交流一学年。

积极探索“在地”国际化交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传

统以跨境人员流动为特征的
国际化模式造成的影响，华
侨大学除了全力护航学生出
境实地交流，更创新工作方
式，积极探索学生“在地”
国际交流新模式。

刚刚过去的2021-2022
学年，学校组织26个学
院的249名学生参加了与
英国剑桥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世界
高水平大学联合实施的线
上交流项目，主要包括远
程实训、国际组织远程实
习、线上主题研学等。

其中，远程实训包括全
球治理、青年外交官和碳中
和等主题项目；国际组织远
程实习计划内含众多权威
国际组织，涉及法学、政
治学、教育学、经济学、
能源、文化与艺术等众多
领域；线上主题研学项目
则包括学术科研、网络数据
科学、日本语研修、创新创
业、学术能力提升、英语与
研究技能、跨文化沟通等近
20个主题。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时间节点分别为
2030年和2060年。对在校
大学生来说，碳中和的概

念将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材料学院学生王则远就参
加了“碳中和国际化人才
实训（欧盟）”项目。“
实训内容丰富多彩，意义
深刻。从引经据典结合事
实论证碳中和的必要性，
到旁征博引推敲欧洲国家
在气候变化领域出台的政
策与做出的承诺，再到分
析气候反馈在全球碳循环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零能
源建筑在推行碳中和中万
众瞩目的巨大潜力，最终
都化归落实到实现碳中和
所需要应用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我在实训的这段
时间所体会最深的——学
以致用，知行合一。”他
说，为期13周的实训，有
利于自己掌握碳中和领域
的理论知识，锻炼实践能
力，提升个人竞争力。

外国语学院学生李玥
玥则出于对东南亚文化
的兴趣和了解，参加并
通过了东南亚教育部长
组织-考古和美术区域中
心（SEAMEO SPAFA）
的面试，获得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和文
件管理（Documentation）
的职位。“整个实习过程
中，我的每次工作成果都
得到主管的高度赞赏，还

在组织内部和会议中展示
了自己的工作成果，受到
同事一致的认可和良好的
反馈。经历这次实习后，
我的应用能力乃至综合能
力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
提升。”她说。

而这一学年，华侨大
学共有16名学生被国际
咨询协会（IAC）、世界
厕所组织（WTO）、巴
黎非欧文化研究所等国际
组织录用为正式实习生，
开展了为期3至6个月的
远程实习。

此外，美术学院学生
王婉茹参加了英国剑桥大
学学术能力提升项目，计
算机学院学生舒睿参加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网络
数据科学项目，统计学院
学生王美琦参加了新加坡
国立大学的数据分析与数
理统计项目……

众多与海外知名大学
联办的线上主题研学项
目，让参与同学纷纷感
叹收获满满。“加入剑桥
项目绝对是我这个假期最
明智的决定。除了专业知
识，项目也有利于我们拓
展国际视野，结交国际友
人，我非常推荐学弟学妹
们参加。”王婉茹如是
说。（华侨大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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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华大学子境外交流不停歇

为出境交流学生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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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9日下午

在中南海紫光阁应约同越南总理范明政
通电话。李克强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
书记经常沟通，有力推动双边关系发
展。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
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既造福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
发展繁荣。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因素交
织。受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正顶
住下行压力，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
持运行在合理区间，总体呈恢复态势。
中方乐见越南经济稳健增长，这也有利
于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愿同越
方发挥产业互补优势，拓展经贸合作，
确保边境口岸通关畅通，扩大进口适销
对路的越南优质农产品，在做好防疫工
作前提下欢迎越南留学生“愿返尽返”
，增加两国直航航班。（中新社）

杨洁篪主持中俄第十七轮战略安全磋商
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
福建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
舍夫共同主持中俄第十七轮战略安全磋
商，围绕两国关系、国际安全形势、国
际事务和多边框架内协作等深入沟通，
取得积极成果。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用好
战略安全磋商机制这一重要平台，落实
中俄元首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
会晤共识，增进互信、支持彼此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共同维护全球战
略稳定，不断巩固和充实两国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内涵。杨洁篪表示，元首
引领是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永葆活力的
根本保障。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
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始终保
持蓬勃发展势头。两国持续深化战略协
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内
涵不断丰富，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国际社会树
立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
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中新社）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19日在新
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为“共商、
共建、共享、合作向未来”，由商务
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本届
博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举
办，并首次举办天山论坛，还围绕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科技合
作、金融发展、卫生健康等领域举办
7场论坛和开放兵团、中外文化展示
周等专题活动。天山论坛与博览会
开幕式同步举行，来自6个国家的政
要、2个国际组织代表围绕本届博览
会主题发表演讲。（中新社）

北京迈向
全域场景开放智慧城市2.0阶段

北京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全产业
链开放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不断拓
展数字应用，搭建新场景新业态，已
迈向全域场景开放的智慧城市2.0阶
段。这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
长王磊在20日召开的一场发布会上介
绍的。今年5月，《北京市数字经济
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发布，
北京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全产业链的
价值，加快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努
力打造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
发展高地。“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
展。”王磊表示，北京数据资产价值
逐步显现，数据跨境流动服务成效明
显。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
交易平台，目前数据交易参与主体333
家，入驻平台及引入各类数据产品量
1253个，产生数据交易合约1774个，
数据交易调用7.73亿笔；成立全国首
个国际数据交易联盟，现已入驻数据
服务与合作单位150余家；实现微软等
外资企业跨国商务合同签署电子签名
互认，引导京东方集团发行国内首单
数字经济概念公司债券。（中新社）

中国A股汽车相关板块周二大涨
中国A股20日（周二）上涨，主要

股指悉数飘红，汽车相关板块涨逾
3%，涨幅居前。具体而言，数据显
示，当天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板
块分别上涨3.57%和3.39%。个股
方面，湖南天雁、今飞凯达、广东
鸿图、浙江世宝等个股股价收获涨停
板（涨幅达10%）。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统计分析，2022年8月，中国
乘用车市场依然保持较好活力，销量
同比延续了快速增长势头。2022年8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5.7万辆
和212.5万辆，环比分别下降2.4%
和2.3%，同比分别增长43.7%和
36.5%。（中新社）

当 地 时 间 1 8 日 下
午，王岐山前往英国
议会大厦，参加女王
遗体告别仪式。19日
上午，王岐山与各国
元首、王室成员、政
府代表共同出席在威
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的女王国葬仪式。

王 岐 山 向 英 方 表
示，值此伊丽莎白二
世女王逝世、英国举
国悲痛的时刻，习近
平主席委派我作为他
的特别代表到伦敦出
席女王葬礼，充分体
现出习近平主席、中
国政府和人民对英国

王室、政府和人民的
友好情谊。伊丽莎白
二世女王是英国在位
时间最长的君主，她
见证时代变迁，是英
国国家精神和凝聚力
的象征，深受英国人
民爱戴，为中英关系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谨向查尔斯三世国王
转达习近平主席及中
国政府和人民对女王
逝世的哀悼，向英国
王室、政府和人民致
以诚挚慰问。

查尔斯三世国王向
中方转达口信，感谢和
欢迎王岐山副主席作为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来
英国参加女王葬礼。英
国王室非常珍视同中国
领导人的友谊、重视英
中关系发展，希望今后
能够继续同中方开展在

可持续发展及其他各领
域的合作。

英国副首相科菲代
表英国政府感谢王岐山
专程参加女王葬礼。女
王陛下生前一贯重视英

中关系。英国新一届政
府各项工作正在展开，
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
在经贸、环保、气变及
多边事务等领域的合
作。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王岐山赴英国

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礼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礼。

【中新社20日讯】应英国政府邀

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伊丽莎白二世

女王葬礼。

【中新社20日讯】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20日在
北京会见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他强调，伊斯兰教
界要学习贯彻中央统战
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
作会议精神，深入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
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
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立足自身职责落
实好党中央相关决策部
署，把伊斯兰教界人士和
穆斯林群众紧密团结在党
和政府周围，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

汪洋代表党中央对
中国伊斯兰教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会议成功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对第
十次会议召开6年来中
国伊协所做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他强调，新一
届中国伊协要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听党话、跟

党走的政治立场任何时
候不能含糊，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任
何时候都要高扬。要深
入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
国化，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
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
做好解经、讲经等各项
工作，广泛传递我国伊
斯兰教爱国、和平、中
道等理念，引导伊斯兰
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
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推动

我国伊斯兰教更好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
加强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约束，坚持
全面从严治教，完善领
导班子成员民主监督等
各项制度，带头守法遵
规、崇俭戒奢、提升修
为，以强烈的责任感解
决影响伊斯兰教健康传
承的突出问题。要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
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
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
的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
队伍。

汪洋会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汪洋20日在北京会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

【中新社20日讯】
中国央行20日在香港成
功发行了50亿元6个月
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
标利率为2.2%。

据了解，此次发行
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
迎，包括美、欧、亚洲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
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
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踊跃
参与认购，投标总量约
为228亿元人民币，超
过发行量的4.5倍，表
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
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
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中
国经济的信心。

中国央行表示，目
前，常态化在香港发行
人民币央行票据，不仅
丰富了香港市场人民币
投资产品系列和流动性
管理工具，而且带动了
境内金融机构、企业等
其他主体在离岸市场发
行人民币债券。

央行还表示，近年
来，在离岸市场发行的
人民币国债、金融债券
和企业债券不断增加，
发行方式和发行地点日
益多样化，表明香港人
民币央行票据对于促进
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央行在香港发行50亿元

人民币央行票据

中国央行。

【中新社20日讯】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地区司司长肖渭明
20日表示，2021年，东
北三省粮食增产达153
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
的贡献率达57.2%。

当天，国家发改委
举行新闻发布会，肖渭
明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逐步企稳，结构调整扎
实推进，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显著提升。

他进一步说，近年
来，东北三省粮食产量
占全国的1/5以上，商
品粮量约占1/4，粮食
调出量约占1/3。2021
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

量达2889亿斤，占全国
21.2%，合计增产达153
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
的贡献率达57.2%。

他还指出，大国重器
的产业根基进一步夯实。
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等升
级提质，打造国产首艘航
母、30万吨超大智能原油
船、跨音速风洞主压缩
机、“华龙一号”核反应
堆压力容器、“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等一批大
国重器。

此外，绿色发展优势
更加凸显。他说，2021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
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达到
87.9%、94%、94.8%
，辽河流域水质达到良

好水平，辽宁近岸海域
优良水质比例达9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为
全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
一，虎豹定居数量稳定
增加，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持续巩固。

民生保障水平也不
断提升。他说，东北地
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胜利，截至2020年，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58.2
万户、427.7万人全部
脱贫，50个国家级贫
困县全部摘帽。东北三
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013年的17893元（
人民币，下同）提高到
2021年的30765元，年
均增长7%。

2021年东北三省粮食增产153亿斤 

对全国增产贡献率逾57%

【 中 新 社 2 0 日
讯】2 0日，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最新一期LPR（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数
据显示，1年期LPR为
3.65%，5年期以上
LPR为4.3%，均维持
前值不变。

仲量联行大中华
区首席经济学家兼
研究部主管庞溟认
为，9月份，LPR维持
不变，反映出中国货
币政策坚持“以我为
主、审慎克制”的稳
健基调。同时，这也
反映出官方珍惜正常
货币政策空间，强调
政策精准性、直达性
和有效性，耐心等待
前期LPR调降后、商
业银行依据“存款利
率市场化调整机制”
进行跟随式调降、实
体经济贷款利率和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进一
步降低的政策扩散和
良性循环显示成效。

8月份，1年期和5
年期以上LPR非对称
下降，特别是房贷利
率参考的5年期以上
LPR超预期下降15个
基点。贝壳研究院市
场分析师刘丽杰表
示，降息效果释放需

要一定时间，因此短
期内连续下调LPR的
迫切性不大。当前货
币环境整体宽松，后
期政策重点是打通宽
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
链条，促进信贷投放
平稳增长，增强货币
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受
上月5年期以上LPR下
调的影响，9月住房信
贷环境进一步宽松，
整体房贷利率再创新
低。据贝壳研究院当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
9月19日，中国103个
重点城市中，已有86
个城市主流房贷利率
低至首套4.1%、二套
4.9%的下限水平。当
月，厦门首套房贷利
率下调幅度最大，达
到45个基点，东莞和
长沙首套房贷利率均
下调35个基点。

庞溟认为，考虑到
近期商业银行净息差
已处于历史低点、10
月与 1 1 月有 1 . 5 万
亿元（人民币）的
M L F （ 中 期 借 贷 便
利）到期，未来有可
能通过降准置换大
部分到期的MLF。此
外，LPR，尤其是5年
期以上LPR在年内仍
有继续调降空间。

9月中国LPR维持不变 

86城房贷主流利率降至下限

【中新社20日讯】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副司长徐文立
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中国消费电子产业
规模持续扩张，产销规
模均居世界第一。

徐文立表示，消费
电子主要是面向大众消
费市场的电子整机产
品，主要包括个人计算
机、手机和彩电等。十
年来，中国消费电子产
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全
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
前沿市场。

目前，中国是消费

电子产品的全球重要制
造基地，全球主要的电
子生产和代工企业大
多数在中国设立制造
基地和研发中心。全
球约80%的个人计算
机、65%以上的智能手
机和彩电在国内生产，
创造直接就业岗位约
400万人，相关配套产
业从业人员超千万。

十年来，诸多“世
界首发”消费电子产品
陆续问世，包括全球首
款消费级可折叠柔性屏
手机、全球首款叠屏电
视、全球首台卷曲屏8K

激光电视、全球首款4K 
240Hz曲面电竞用显示
器、全球首台5G笔记本
电脑等，彰显了中国创
新能力水平。

工信部：中国消费电子产销

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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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赛季中国
男排超级联赛共有14支
球队参赛，比赛拟采用分
站赛赛会制和主客场制。
其中第一阶段分3个分站
进行大循环排定14支球
队的座次；第二阶段前8
名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
赛，9至14名排位赛采用
赛会制单循环赛制排定最
终名次；第三、四阶段的

半决赛和决赛均采用主客
场三场两胜制。

2022-2023赛季中国
男排超级联赛的14支参
赛球队为北京汽车、上
海光明、江苏南京广电猫
猫、浙江杭州体彩、河南
郑州、天津食品集团、山
东济南体彩、成都橘袋、
深圳宝安明金海、河北保
定沃隶、湖北黄石东楚集

团、福建福州、辽宁丹东
木子宏成和云南昆明滇池
学院。

中国排协也于今天发
布了《2022-2023中国排
球超级联赛承办赛区征集
公告》。联赛组委会就采

用分站赛会制的第一阶段
比赛和之后的9至14名排
位赛招募承办赛区。公告
中同时阐述了新赛季排超
联赛的赛制，男女排联
赛在赛制和场次设定上一
致。

新赛季男排联赛不限外援数量 

8强赛将重启主客场
【新浪体育20日讯】据《北京日报》客

户端京报体育报道，2022-2023赛季中国

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将于2022年10月29日至

2023年1月15日举行，新赛季男排超级联

赛最大的变化是不再限制外援上场人数。

【新浪体育2 0日讯】
巴萨董事会已经批准了
2022/23赛季的预算，其
中包括12.55亿欧元的营
业收入预算。

报道还指出，预计巴萨
本赛季将获得2.74亿欧元
的利润。这明显高于上赛
季登记的9800万欧元的利
润，上赛季巴萨的营业收
入为10.17亿欧元。

董事会选择了10月9日
（星期日）作为举行普通
会员大会的日子。会议将
采用远程方式，预计将有

4451名合作伙伴出席。
除了预算，巴萨还确认

他们在拆除南球门视频记
分牌方面取得了进展，该
工程于9月1日开始。

高级基础项目开发也已
经完成，俱乐部已经完成
了Spotify诺坎普重建的招
标工作。

加泰罗尼亚公司的两
家公司将负责新球场的建
设。在未来几个月，将开
始执行管理、健康和安全
控制以及质量控制的招标
程序。

【新浪体育20日讯】
本赛季的梅西比上赛季更
适应，他很快找到了进球
的感觉，而且也源源不断
送出助攻。

梅西目前以7次助攻位
列法甲助攻榜第一，和内
马尔一样。

除了7次助攻，梅西在

法甲还有4个进球。此外
他在欧冠有1个进球，1次
助攻。

在法国超级杯，梅西
有1个进球。

11场比赛，梅西已经
打入了6球，助攻8次。

此外，梅西还有35次
过人成功，25次送出关

键传球，10次创造得分良
机。

更令人惊讶的是，梅
西还送出了23次成功的长
传球，这一数据在法甲位
列第二，仅次于送出34次
成功长传的托利索。88%
的长传成功率也仅次于托
利索排名法甲第二。

【网易体育20日讯】费
德勒已经抵达伦敦，但费
天王能否出战拉沃尔杯，
现在看还是一个未知数。
费德勒教练组成员透露，
费德勒受到膝伤影响，身
体方面还是有问题，能否
参赛需要到最后一刻才能
决定。

身为20个大满贯冠军，
费德勒上周宣布即将退
役，拉沃尔杯将是这位天
王的“最后一舞”。而费
德勒在宣布将拉沃尔杯作
为自己的告别战之后，这
项表演赛的票价就水涨船
高，单张VIP门票的价格甚
至已被炒至50万美元。

然而，你花了大价钱，
也许看不到费德勒的比赛
身影。费德勒教练组成员
卢瑟接受瑞士媒体BL ICK
时说道：“是打单打还是
双打并没有确定，我们
的目标依然是参加拉沃尔
杯，这是肯定的。我们早
上训练三个小时，下午再
训练两个小时，他上周和
本周都一直训练。”

毫无疑问，费德勒在
积极备战拉沃尔杯，但他
的长期体能教练帕格尼尼
透露费德勒可能会错过自
己的最后一战，“他可能
会要在最后一刻才能做出
决定，他接受了训练，要
尽可能知道怎么做才合
适。”

而费德勒的体能教练还
表示，费德勒身体状态并
不好，“从今年7月份开

始，当他进行不同方式训
练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不
得不走越来越多的弯路，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即使要完成相对较低的强
度，他也不得不付出更多
的努力。”

“在我看来退役是一个
正确且明智的决定，费德
勒不仅仅是膝盖的问题，
要知道，他的职业生涯参
加了太多的比赛，导致他
身体承受巨大压力。而最
近几年，他为了拥有世界
级水准，付出了难以置信
的努力。你想象一下，一
名顶级选手在4 1岁的时
候已经完成多少次训练，
其实看看他过去五年的表
现，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
个奇迹。”

毋庸置疑，所有球迷都
希望看到费德勒出战，为
自己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
号，而穆雷作为欧洲队一
员，也表示非常希望看到
费德勒征战拉沃尔杯，“
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结
束，我希望看到罗杰亮
相，因为他在这里的球员
总能拥有惊人的支持，气
氛棒极了，我认为人们期
待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不管怎样，费德勒已
经到达拉沃尔杯，是打双
打还是单打，还是只以嘉
宾身份到球场告个别，答
案很快会揭晓，但对于世
界网坛和世界球迷，都希
望罗杰-费德勒在球场完
成“最后一舞”。

曝费德勒或无缘亮相告别战:

身体有伤最后一刻才能决定

巴萨官方:预计本赛季营业收入12.55亿 利润2.74亿

梅西成功长传次数法甲第二 
11场已贡献6球8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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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9月
20日，由中国商务部、新
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
疆自治区商务厅、新疆国际
博览事务局承办，以及新疆
自治区发改委、乌鲁木齐海
关、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新疆国际陆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协
办的的“第七届中国—亚欧
博览会”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陆
海新通道论坛”，在乌鲁木
齐希尔顿酒店二楼疆山A厅
顺利举行，并首次以双线（
线上+线下）模式举办。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
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
部长王受文、菲律宾经济
发展署署长巴利萨堪、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孙红梅、中国—东

盟中心贸易投资部主任郭
传维、哈萨克斯坦杰特苏
州州长杰恩斯·图雅科
夫、印尼驻华公使狄诺·
古斯纳迪，以及乌鲁木齐
海关副关长吴卫、中国驻
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
使衔参赞王立平、印尼中
华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
中国食土商会副会长于
露、重庆口岸物流办副主
任胡红兵、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华助中心主任杨
彩平、新疆国际陆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副总经理赵孝海等
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中
国与周边国家开展高层外交
的重要平台、与周边国家开
展多领域合作的重要渠道、
展示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窗

口、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建设的重要平台，对拓展中
国与中、西、南亚和欧洲各
国全方位、多领域的经贸合
作意义重大。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主题为“共商 共建 共
享 合作向未来”，将围
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建设、科技合作、金融发
展、卫生健康、旅游文
化、跨境电商、数字经济
等领域举办10场论坛和开
放兵团、中外文化展示周
等4场专题活动。

王受文副部长在致辞
中称，习近平主席2013年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以来，中国与相关国家
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
实打实、沉甸甸成就。中
国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是中国向西开放
的重要门户。伴随着上合
组织进一步扩员，“一带
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中国与中亚合作
机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积极
作用更加凸显。将继续支
持新疆推进外贸创新发展
和开放平台建设，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主席孙红梅在致辞中称，
近年来，新疆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成
功举办了6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为促进中国和亚欧
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
合作、共同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张锦雄致辞称，当前，

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人文交流，人员往来日
益密切，中国已连续多年
位居印尼第一大贸易合
作伙伴，而印尼也成为中
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途最重要的合作伙
伴和锚点国家。

张锦雄指出，今年是东
盟成立55周年，作为拥有
东盟内近4成的市场份额的
印尼，还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经过十多年努力达成的
RCEP，也在今年进入到具
体启动和实施阶段。不久
前——8月30日，印尼议会
已正式通过了该协议，确认
了印尼作为 RCEP成员国的
身份。相信。未来的地区经
济合作会更加紧密，印尼也

必将成为中国国内各省份、
各类企业、品牌竞相争夺的
市场。在RCEP框架之下，
两国的合作一定会更加紧
密，更加高效。

张锦雄补充说，新疆与
印尼一样民族众多，文化丰
富多彩，物产非常丰富。印
尼的市场大，印尼的穆斯林
非常友善，温和，印尼是一
个开放的市场。非常欢迎新
疆的朋友们，企业家们来印
尼考察，寻找合作商机，来
印尼发展事业。同样的宗
教信仰，同样的饮食文化偏
好。相信，这里会是大家非
常好的一个商业发展目的
地。印尼中华总商会愿做
好平台服务，为大家提供更
多及时、有效的商业合作信
息，相关的外资落户印尼的
政策、法律法规支持服务。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陆海新通道论坛成功举行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
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致辞。

菲律宾经济发展署署长
巴利萨堪致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孙红梅致辞。

中国—东盟中心贸易投
资部主任郭传维致辞。

哈萨克斯坦杰特苏州州长
杰恩斯·图雅科夫致辞。

印尼驻华公使狄诺·古
斯纳迪致辞。

乌鲁木齐海关副关长
吴卫致辞。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
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
王立平致辞。

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
张锦雄致辞。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
贸合作示范区代表张栋
致辞。

中国食土商会副会长
于露致辞。

重庆口岸物流办副主任
胡红兵致辞。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
克华助中心主任
杨彩平致辞。

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赵孝海致辞。



家花园不小，一路

上两边都放着金

鱼草，各种颜色交

错。

因为金鱼草花朵呈一柱擎

天的烟花状，许氏觉得家

里有读书人，放这个好兆

头，所以年年春天园子都

会摆满各色金鱼草。

尤其是宋新天的院子那是

铺得满地，搞得宋新天都

对金鱼草无言起来，男孩

子哪喜欢这些花花草草，

不如像舅舅一样，送他一

匹小马来得实在。

周华贵所住的雁阳院不

远，不到一刻钟就到了。

杜嬷嬷在垂花门下等着，

见到她来，一脸讨好，

「大小姐，薛太太在房里

等。」

「好。」

牛嬷嬷自然十分无言，但

小姐看重姑爷，她这个嬷

嬷也不想说姑爷母亲的坏

话，让小姐糟心。

许氏对周华贵很好，加上

汪蕊也不是小器的人，所

以周华贵的院子现在也是

花团锦簇，托紫嫣红，大

有春风一夜百花来的架

式。

宋心瑶走到门前，自然有

小丫头帮忙开了格扇，就

见周华贵坐在八锦桌边喝

茶，表情有点出神。

宋心瑶跨过坎子进入

屋内，喊了声，「薛太

太。」

周华贵回过神，「心瑶来

了？快点坐。」

宋心瑶在绣墩坐下，丫头

很快上了茶盏跟四色点

心，就远远退下了。

「薛太太让人找我，有什

么事情？」

「是有事……也不知道该

找谁，只能跟你说了。」

「薛太太请讲。」

就见周华贵一脸好像也不

知道该怎么开口的表情，

宋心瑶不急，这种情况催

也没用，等着吧。

茶凉了，小丫头又换上新

的。

宋心瑶只能告诉自己，婚

姻没有样样好，只要丈夫

好，其他的都能忍。

许久，周华贵这才开口，

「我母亲的遭遇，我的遭

遇，其实不用多说，我想

心瑶也是明白的。」

「是。」

「我们薛家到这里，只剩

下文澜一个孩子，想要光

宗耀祖，全靠他了。」

「我一定会好好侍奉夫

君，让他能好好读书。」

「是吧？」周华贵眼睛一

亮，「是要好好读书才能

有前程，他现在十五岁，

该为将来打算了。」

「薛太太说的是。」

「我琢磨着一件事情，之

前听许氏说，新天收了房

中的丫头，所以开始不太

愿意读书，我担心文澜也

会……」周华贵叹了一口

气，「说实在的，我也知

道母亲把手伸进孩子房中

不像话，可是我担心哪，

我怕他成了亲，万一只顾

着新婚妻子，忘了读书，

那可怎么办？那不是所有

的辛苦都白费了吗？」

宋心瑶啼笑皆非，薛文澜

个性稳重，她也不是急着

上位的狐狸精，怎么可能

发生新天那种事情。

但话又说回来，一个准婆

婆跟准媳妇说这些，真的

很不像话，算了，看在薛

文澜的分上，她忍。

「所以我想来想去，想到

一个方法。」周华贵握住

宋心瑶的手，眼神十分期

待，「就是婚后你们先分

房睡，让文澜把心思放在

课业上，等他高中进士，

你再搬过去他房里，你说

这样可好？」

呃，不怎么好。

管太多了，真的管太多

了。

但孤儿寡母彼此扶持不容

易，宋心瑶告诉自己要忍

耐，不要跟她顶嘴，免得

让薛文澜两面难做人。

宋心瑶一脸无奈，「这事

情文澜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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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补充道：“标本，你们难道不

明白？那情形，和我们捉住了三

只昆虫，仔细研究他们是一样

的。”

余全祥道：“可是，

我们是人啊！”

我 靠 住 了 那 光 滑 的

墙：“人和昆虫，全

是生物，在另外一种

生物看来，我们和昆

虫，或者全是差不多

的东西。”

云妮惊讶地问道：“

你 是 说 ， 我 们 是 被

另 一 个 星 球 上 的 生

物……捉来的？”

我闭上了眼睛，呆了

好一会。我的心中实

在十分乱，我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云妮的问

题才好。

在云妮突然失踪，在我第一次看到那种

绿色的闪光之时，我就曾向余全祥提及

过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

直到如今为止，我们所遇到的事，是

不可解释的，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全是

完全不明来源的，我更可以肯定这一

点了。

然而，我们却也未曾见到任何生物。

也就是说，虽然我肯定星球人使我们消

失，但是我还未见到我想像中的星球

人！

我自然无法知道星球人的样子，所以我

也不能确切地回答云妮的问题。

我在想了片刻之后，才道：“照我们目

前的遭遇来看，那是最大的可能。”

云妮的声音有点发颤：“他们……会将

我们怎样？”

那是一个更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了，因

为我根本不明白现在的处境，也不明白

我们是落在一种甚么样的“人”的手

中，我又怎能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对

付我们？

我苦笑了一下，顺着光滑的墙壁向

下，坐在光滑的地板上：“只好听天由

命。”

余全祥也苦笑着：“这里的空气好像很

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食物的话，也会

饿死的。”

我摇着头：“这一点，倒可以放心，既

然有一种力量，将我们弄到了这里来，

那力量一定不会使我们饿死，他们会养

着我们！”

云妮的声音多少有点神经质：“那我们

是甚么？”

我仍然苦笑着：“我们？我已经说过

了，我们像是标本，被另一种生物搜集

来的标本！”

余全祥握住了云妮的手，他大约是想气

氛变得轻松些，是以他道：“我们是标

本，那我们会不会被压在玻璃片下，作

详细的检验呢？”

我没有回答他这问题，并不是我没有幽

默感，而是因为他的话，使我想起了许

多问题来。

余全祥所说的，是地球人检验标本的方

法。

之荷不习惯跟外人用餐，除了必

要性的应酬外。就连每日与她的

早餐约会，也是搬去后，拗了

她一个礼拜才拗到的，但最多也就这样

了。

他以为她会拒绝，礼貌地说句「我还有

事」，然后托词离开。

怕妹妹过度的热情会令她不

自在，正欲开口圆场，却见

她点了一下头。

他默默将话咽回，看了妹妹

一眼。「……你们先吃，我

去安亲班接皓皓。」

收到！

兄妹俩默契一百，天线精准

接收。

放心，我会帮你多多美言

的。

免了，你少扯我后腿就好。

他才不指望妹妹做假球给

他，只要帮忙把误会解释清

楚即可。

要是他讲的她不相信，那他只好让别人

来说，尊严傲骨什么的，在她面前早就

没剩多少了。

赵之荷自然地接手推轮椅，进餐馆找桌

位。

「皓皓是我大哥的小孩，在附近的安亲

班上课，今年准备上小学。」余善舞一

面向她解释，一面在菜单上勾选。「你

吃不吃牛肉？他们的牛肉馅饼是招牌，

小笼汤包、酸辣汤、干拌面、小米粥，

我们也很常点。你喜欢吃什么？」

赵之荷看了一眼转向她的菜单，在已勾

选项目里，随意添了两笔，递给过来收

点餐单的服务人员。

「我以前，常常既想吃汤包、又想吃锅

贴，三心二意，然后我二哥就会两样都

点，再把他的分我吃……呃，对了，你

知道他是我二哥吧？」

她静了静，点头。「你们兄妹，感情很

好。」

「对。他是全世界最棒的哥哥，虽然

我经常跟他没大没小。」后面那句是低

哝。「你有哥哥吗？」

「有，但是不亲。」不会跟她没大没小

地玩闹，也不会点她喜欢吃的东西。

哦喔！好像踩到地雷了。

余善舞赶紧机灵地转移话题。「还不知

道你的名字？」

而后，见对方取了张餐巾纸，写上三个

字，推向她。

赵之荷。

还真是一朵出水芙蓉啊。

她礼尚往来，回写自己的名字，再顺手

画上几笔，还给对方。

赵之荷看到名字旁边那朵荷花，信手拈

来便有几分样，可见是学过的。「你学

过画画？」

「沾个边而已。我小时候很没主见，什

么都要问哥哥，老是粘在我二哥后面，

当他的小跟屁虫，他学书法、国画，我

就跟着依样画葫芦地学，像不像也学出

三分样来。」

「余善谋会写书法？」好难想象如此文

艺青年的形象套用在他身上。

「会呀，写得可好。他烦躁的时候就会

练练字，说是能沉淀思绪。你留个Line

给我，我回家拍给你看。」

(22)

社会千变万化；
人也是一体多面。
你要学着去适应体会。
以平常心看待每一面。
这是人生必经的考验。

(53)

(23)

然……石牢壁间，现出一个径尺

的圆孔，从圆孔看出去，可以看

到一张垂着流苏绣纬的大床，

床上，两个“和合会”的会长，依偎而

坐，看来那是另一间石室。

从那圆孔的深度来判断，这石壁的厚

度，当在三尺之间。

若以陈霖的功力而论，大可破壁而出，

但他却无能为力。

只见两个会长，互相耳鬓厮磨，眉目

含春，轻轻蜜爱，像一对新婚中的夫

妇……看得陈霖心火大发，牙龈咬得格

格作响，暗骂道：“好一对狗男女！”

那女会长朝陈霖不屑的看了一眼之后，

嗲声媚气的道：“活阎罗，现在识相

些，好好回答本会长的话！”

陈霖肺都几乎气炸，朝她“呸！”了一

声。

她倒是毫不为意，娇躯斜躺在那男会长

的臂弯里，娇声道：“‘血魔’是否‘

无虚剑吴佑年’的化身？”

陈霖恨哼了一声，把头转向别处，但另

外的三面石壁之上，这时各现出了一面

大镜子，镜中依然是那一对男女会长的

影子。

“活阎罗，只要你说出‘血魔’的行踪

住所，本会长不难为你？”

“哼！你在做梦！”

女会长依然满面春风的道：“阁下还是

识相一点的好，现在你插翅难逃，如果

你答应和我们合作，本会长破格许你加

入本会，永享和合会之乐！”

陈霖目眦欲裂的道：“我若不把你等斩

尽杀绝，就枉叫活阎罗！”

“哈哈！阁下，可是现在你将成死阎罗

了呢？”

陈霖怒哼了一声。

女会长提高了声音道：“你大概是不

见棺材不掉泪的了，哼！这可由不得

你！”

男会长附耳向女会长说了几句，只见女

会长面泛红霞，伸纤掌在他的面上捻了

一把，然后转面向另一个方向道：“执

法弟子何在？”

陈霖不由心中一凉，难道对方要对自己

施什么酷刑，或是处死？

只见一对俊美的少年男

女，出现在那绣榻之

前，双双一屈膝道：“

弟子恭聆令谕！”

女会长朝陈霖瞟了一眼

之后道：“给那位阁下

尝尝‘春潮泛滥’的滋

味！”　

“遵令谕！”

圆孔的石室中，人影顿

杳，只剩下一张空空如

也的绣榻。

陈霖大感奇怪，这“春

潮泛滥”到底是什么玩

意，听起来既香艳又别

致，难道会是一种酷刑……”

思念未已，石室忽然洞开一门，走进方

才那一对美秀的少年男女，来到身侧，

那少年人手中两指钳了一粒豆大的红

丸，朝陈霖神秘的一笑，一手托开他的

下腭，把那粒红丸塞入他的口里！

陈霖怒极一掌拍出，“啪！”的一声劈

在那少年的身上，反而被震得手腕生

疼，欲待喝骂，口方一动，那粒红丸已

顺喉而下。

他此刻心中的屈辱难受，简直无法形

容，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两个少年男女，相视一笑，勾肩搭臂的

退出了石牢，那暗门又告关上。

半刻之后，陈霖只觉一股热力，自丹田

之中升起，渐渐蔓及全身，心中立知不

妙，莫非是被那“和合会”弟子强塞下

去的那粒红丸作祟……热力愈来愈盛，

渐至周身如焚，一种生理上的强烈需

要，随之而发，顿时欲火熊熊，绮念大

炽，起初还能勉强忍耐，片时之后，忍

不住呻吟出声。

欲火……掩没了一切，意识中除了需要

发泄的念头外，其他的一切思想，已不

复存在。

他用力绞扭着自己的头发，用手指抓

地，像一头疯狂的野兽！

全身血脉贲张，似要爆裂开来！

呼吸重浊得有如牛喘！

这时，那女会长的声音又告传来：“活

阎罗，这‘春潮泛滥’的滋味如何？”

陈霖只有喘息的份儿，欲火已使他状类

癫狂！

“活阎罗，如果你说出真情实话，本会

女弟子任你拣选，如何？”

这句话对于欲火攻心，理性几乎全失的

陈霖来说，的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

冷傲的他，一丝灵智未失，咬紧牙根

道：“贱人，我顶天立地奇男子，了不

起一死而已……”

“格格格格！活阎罗，任你心冷如铁

石，看你能熬得多少时候！”

的确，这种折磨，胜过任何一种酷刑，

非人所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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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讲堂

主讲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袁宝玉

警惕手麻带来的疾病信号

很多发作并不疼 持续疼的又不是

心绞痛，常被“痛”字耽误

看书模糊不清 阅读丢字串行

学习吃力，没准是斜视

蜂蜜橙汁留住水分子 枸杞释放维A可润肤

水里加点“料”，口舌不干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胡大一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王韧琰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 刘玲英 □赵双林

保护心脑

生儿育女

吃出健康

有些人半夜手麻醒来，
有些人晨起手掌僵硬、麻
木，睡觉手麻到底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仅仅因姿势
不对吗?造成手麻的原因
有很多，未必都是睡姿不
对引起的，睡觉手麻很多
时候反映了身体器官的病
变，应当予以重视。

姿势不对导致局部缺
血。很多人趴着午睡或长
期枕着手臂睡，如果经常
这样，手臂神经受到压
迫，很容易压伤神经，
出现慢性疼痛，臂力、
肌力降低。睡觉起来后
感到胳膊酸胀发麻，这
是因为长时间保持一种
姿势。左右胳膊的尺神
经负重受压后，血液流通
受阻，导致局部缺血，引
起酸痛麻木。

枕头太软太硬。枕头太
软会影响呼吸，过硬会使
头部局部压力过大，造成
对局部神经的压迫过大，

导致次日早上头、颈、
背、臂、手等处的麻木或
疼痛。好的枕头要满足三
个条件：良好的高度、舒
适度、透气性。枕头高度
应约为本人的一拳高(拳
头握紧立起，拇指在食指
之上)。这个高度能使颈
部韧带、椎间关节及神经
等得到放松。

腕管综合征。腕管是
由腕骨和屈肌支持带组成
的骨纤维管道。手腕的中
间位置有一根叫“正中”
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
部运动和感觉。睡觉时，
如果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
压，就可引起手麻，即腕
管综合征，它是最常见
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疾患。
典型表现是拇指、食指、
中指、腕部、手掌面出现
麻木、疼痛，或伴有手指
不灵活，偶有持物突然滑
落。严重者可出现肌肉
萎缩，甚至间歇性皮肤发

白、指尖坏死。
一般可通过神经传导和

肌电图检查，了解神经压迫
的严重程度，同时排除其他
周围神经性疾患的可能。

颈椎病。颈椎病是引起
人们手麻最常见的疾病，
尤其是长时间久坐不爱运
动、坐姿不标准的人群最
易出现。他们经常对着电
脑、手机，导致颈椎间盘
突出或关节增生、肥大。
当这些突出的颈椎间盘等
压迫到颈部神经时，就会
出现手麻、手疼、肌肉酸
痛等症状，严重者还会出
现活动障碍。一般可通过
颈椎正侧位X光片确诊。

脑卒中(中风)。中风
人群的肢体麻木或无力
是突发突止的，无时间特
点，随时可能发生，而且
会进行性加重，但多不伴
疼痛。通常是一侧面部、
手臂、手指突然麻木，还
可能嘴歪斜合不拢、流口

水等。因此，如果患者
夜间面部出现口角歪斜、
双臂抬高平举时一侧无力
下垂，或说话口齿不清，
不能想当然以为是睡觉问
题，应赶紧拨打120紧急
就诊。

更年期综合征。一些
进入更年期女性有时也会
出现手麻，这主要是和年
龄增加、人体机能不断退
化有关。不过，一般情况
下这种手麻会随更年期结
束而消失。若手麻症状一
直没缓解，需在医生建议
下，进行颈椎片、肌电图
等检查，全面筛查心脑血
管疾病，预防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

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
果病情没得到有效控制，
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导
致人体某处或多处神经系
统病变，从而影响人的感
觉、运动等功能，睡觉时
也会产生手麻感觉。糖尿

病神经病变主要分3种：
周围神经病变、植物神经
病变和中枢神经病变。手
麻往往考虑周围神经病
变。因此，出现手麻的糖
尿病患者应接受正规治
疗，定期监测血糖，把血
糖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并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
缓解症状。

末梢神经炎。这是一种
由感染、中毒、代谢性疾
病影响引起的炎性表现。
除了出现手麻症状，还可

能存在疼痛、感觉障碍、
肌肉无力等。该病进程
慢，恢复也慢。所以当出
现上述症状时，应及时在
专业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针
对性检查。

最后提醒，无论睡觉时
手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都要高度警惕，重视
手麻带来的信号和红色预
警。及早发现、及早就
医，找出病因后，接受有
针对性治疗，避免病情发
展造成严重后果。▲

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捂着
胸口疼痛难忍，最后应声
倒地，被送到医院，确诊
为心绞痛。但影视不代表
现实，临床上心绞痛发作
未必表现为“疼”。

心绞痛是由于冠状动
脉供血不足，导致心肌急
剧、暂时缺血与缺氧所引
起的临床综合征。诱发心
绞痛的原因很多，比如干
重体力活、赶公交车、提
重物行走、爬坡、上楼、

饱餐后，还有部分人属于
静息型心绞痛，即没有
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也会发
病。心绞痛病名中带有“
痛”字，所以很容易误导
患者。实际上，临床上
相当一部分人心绞痛发作
时，并不会产生明显的痛
感，他们往往用胸部有紧
缩感、压迫感、沉重感、
憋闷感等词语来描述不
适。而且，这种感觉是持
续性的，而非一下一下的
跳痛，患者也无法用手指

明确指出一个点或一条线
疼，而是拳头或手掌大小
的一片区域不舒服。部分
人心绞痛发作时，会向左
肩、左上肢小拇指所在一
侧(尺侧)放射。

心绞痛持续时间大多
为3~5分钟，停止活动、
舌下含服硝酸甘油1~3分
钟后即可缓解，极少会超
过15分钟。如果痛一下即
消失、几秒钟就缓解，或
症状持续几十分钟、1小
时，甚至数小时至数天，
肯定不是心绞痛。

不过需要注意，如果
心肌缺血引起的胸部不适
超过15分钟或更长时间不
缓解，会导致心肌坏死，
即发生心梗。心梗部位、
性质都与心绞痛类似，但
程度更剧烈，症状持续时
间更长，含服硝酸甘油也
无效。一般出现三种心绞
痛，预示发生心梗的危险
性会增大：1.新近(1个月
内)发生的心绞痛。患者过
去从无心绞痛症状，首次
发生心绞痛，这是警示信
号，应及早到医院就诊;2.
恶化加重的心绞痛。症状
得到控制、病情稳定的心
绞痛，突然恶化加重，出
现比先前频繁，持续时间
延长，含服硝酸甘油的疗

效变差，诱发心绞痛的运
动强度变小等情况;3.接受
支架或搭桥后1个月内心绞
痛复发。这种情况多与患
者术后焦虑有关，如果心
电图、血肌钙蛋白均显示
正常，可到医院双心门诊
就诊，以免长时间焦虑影
响心脏长期健康。

需要提醒大家，冠心病
与多种危险因素相关，比如
高血脂、吸烟、糖尿病、高
血压、肥胖和年龄升高(男
性>55岁，女性>65岁)。
女性绝经期前，如没有上
述危险因素，患冠心病心
绞痛的可能性很小，如有
胸部或后背不适、心悸、
出汗、乏力等症状，应更
多地考虑其他原因。判断
胸部不适是否凶险，一要
看具不具备冠心病危险因
素，危险因素越多，发生冠
心病心绞痛的可能性越大;
二要看胸部症状符不符合心
绞痛的特征。一旦发病，可
尝试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并
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另外，
突发胸痛原因很多，除了心
绞痛，主动脉夹层、食道破
裂、自发性气胸、肺梗死、
胃病等均可表现为突发胸
痛，非医务人员很难准确判
断，所以一定要牢记：胸痛
必须去医院。▲

一到春天，很多人就
会被“干”困扰：一天到
晚总喝水，总跑厕所，还
是觉得口干舌燥、皮肤
发痒、眼睛发干。这是因
为，纯水的补水效果并不
是最好的，它会很快地通
过消化道，进入血液中，
然后从肾脏排出去。也就
是说，水分子在体内的停
留时间很短，往往达不到
滋润咽喉和消化道黏膜的
效果。春天补水不妨加
点“料”，能帮人体更好
地留住水分子。

第一，加点以蜂蜜为
代表的亲水物质。少量亲
水化合物（比如蛋白质、
糖、淀粉、植物胶质）、
电解质能够吸附大量水分
子，它们将水分子带入身
体，并长时间停留在身体
内。等这些亲水物质被胃
和小肠消化吸收后，水分
子就会慢慢被释放，让人
不至于总是感觉口渴。含
有亲水化合物的食物有很
多，比如蜂蜜、牛奶、豆
浆、果汁等。英国曾有研
究效仿“血糖指数”测定
了13种常见饮品的“补水
指数”（衡量水分在体内
留存率的指标，其中白开
水的“补水指数”设定为
1），结果发现，口服补水
溶液、脱脂牛奶、全脂牛
奶和橙汁的补水效果比白
开水好，前三种的“补水
指数”在1.5左右，橙汁
为1.1。需要提醒的是，
我们并不鼓励大家用牛奶
和橙汁来代替水，因为
它们也含有一定的能量，
过量摄入有长胖的风险，
但可以将其稀释后用来补
水。淡蜂蜜水的补水效果
也不错，其富含吸水能力
很强的果糖，可以将水分
子带入小肠、大肠，延长
在体内的停留时间。蜂蜜
不能加太多，有淡淡的一
点甜味即可，否则会增加
长胖风险。此外，一些汤
水也有很好的补水效果，
可以用来代替一部分白
开水。一是稀的粮食汤，
比如玉米汤、小米粥汤、
红豆汤、绿豆汤等；二是
羹汤，比如银耳羹、皂角

米羹等；三是清淡少油的
蔬菜汤，比如西红柿蛋花
汤、菠菜鸡蛋汤等。需要
特别提醒的是，这些汤水
一定要少油少糖少盐，否
则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第二，加点以茶叶、柠
檬为代表的带特殊味道的
物质。各种茶都是补水的
好来源，它们香味特殊，
能促进人们多喝一些，
从而多摄入水分。需要注
意的是，不要泡得过浓，
以免影响矿物质吸收。大
麦、荞麦、糙米等炒过
的种子都适合用来泡水代
茶饮，味道很香，能提供
钾元素，且有利于消化，
适合饭前饮用，晚上喝也
不影响睡眠。玫瑰花、茉
莉花、菊花、桂花等花朵
泡出来的茶，以及用柠檬
片等酸香味水果泡出来的
水，也适合用来补水，前
提是泡淡一点，酸味不要
太浓，不要放很多冰糖或
蜂蜜。

第三，加点以枸杞为
代表的富含胡萝卜素的物
质。除了缺水，春燥的另
一个常见原因是缺少维生
素A。这种维生素有助于
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完整
性，如果摄入不足，皮肤
表面所分泌的黏膜和皮脂
减少，会带来干燥感，表
现为表皮干燥而角质化，
毛囊突起，皮肤摸起来粗
糙扎手。维生素A还是构
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
成分，负责暗光下的视力
和明暗变换视力，缺乏易
导致夜盲症和干眼症。枸
杞富含胡萝卜素，它能在
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有助缓解皮肤发痒、眼睛
发干等不适。需要提醒的
是，泡完水的枸杞，要嚼
烂吃掉，因为胡萝卜素是
脂溶性的，仅仅泡水并不
能让其完全释放出来。

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
水分被过多消耗，烹调时
还要注意少放盐、味精、酱
油等高钠调味料；少吃白面
包、蛋糕、饼干、薯片、锅
巴、话梅、辣条、蜜饯、各
种海产品零食等，以减少“
隐形盐”的摄入。▲

家住北京昌平区的小萌
今年 7岁，自打上学后，
成绩一直不好，小萌的父
母发现每次孩子写作业、
看书时都歪着头，一开始
还以为是坐姿不正导致颈
椎有问题影响了成绩，可
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原
来孩子患有斜视。

儿童斜视是眼科常见
问题，指双眼视轴不平
行。依据斜视种类的不
同，患者早期症状也各不
相同。发病率较高的间歇
性外斜视早期往往表现为

在户外或阳光下喜欢闭上
一只眼，之后会在疲劳、
愣神或发烧时眼位向外飘
移。内斜视表现为“斗鸡
眼”，比外斜视较易早发
现。还有部分孩子表现为
歪头视物，可能影响头颈
面部发育。另有些患儿表
现为视疲劳、阅读时看字
模糊不清或重影，或是易
串行、丢字落字，以至于
学习成绩不佳，他们的双
眼视觉功能下降，反而用
单眼看东西更加清晰、轻
松。当孩子有以上症状

时，家长应引起注意。
大多数斜视需要手术

来矫正，一些小度数斜
视可以通过佩戴三棱镜
或者双眼视功能训练来
治疗。治疗的时机，依
据斜视的类型而定。对
于先天性内斜视，一岁
半至两岁内需要手术，
越早手术，双眼视功能
恢复得越好；间歇性外
斜视，可以适当推后手
术时间。另外，由于斜
视 会 影 响 美 观 ， 长 期
斜视的患儿还会出现自

卑、孤僻的性格改变，
因此也要考虑患儿心理
发育情况。

为预防后天性斜视，孩
子应避免长时间看书、看
电视，用眼时端正坐姿。
婴幼儿发热、出疹时家长
应观察其眼部有无异常。
有家族病史儿童，即便没
有斜视表现，也要在 2 岁
时去眼科检查，看有无较
大度数的远视或散光。每
个孩子都应建立眼健康档
案，每半年进行一次屈光
状态及眼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