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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9月23日）

累计确诊 : 6,419,394 例
疑似患者 ：     3,916 例
新增病例 :     1,904 例
累计死亡 :   157,986 例
累计治愈 : 6,239,098 例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4-30℃

泗水	 晴天	 26-34℃

棉兰	 雨天	 22-33℃

登巴刹	 云天	 26-31℃

坤甸	 云天	 23-30℃

今日出版12版 

印尼华商微信

印尼商报APP二维码

宜	 祭祀	祈福	嫁娶	裁衣

	 纳采	理发	开市	动土

	 上樑	作灶	纳畜	安葬

忌	 开仓	出财	结网

生肖相冲	狗

今
日

双边讨论了包括矿产
和煤炭在内的潜在合作方
面，以及在减少废气排放
以缓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全
球协议的框架，尽可能减
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周五（9月23日），艾尔
朗卡在巴厘岛努沙杜瓦发
布的声明说，“碳捕获、
利用和封存	 (CCUS)等技
术，包括融资机制，需加
以推动，以对两国产生重
大影响。”

南非与法国、德国、英
国和美国建立了公正的能
源转型伙伴关系。

我国可学习这种经验和

最佳实践，以寻找合适的
模式来应对印尼的气候变
化问题。

艾尔朗卡表示，印尼
朝向友好环境能源转型的
措施是通过各项国家政策
进行的，例如使用电动汽
车，使用印尼丰富的镍等
原材料支持开发电动汽车
电池。

此外，我国通过与亚行
（ADB）合作，正在准备
资金（能源转型机制）方
面逐步减少使用燃煤发电
厂的战略步骤。

与此同时，易卜拉欣·
帕特尔表示，第二次会议

也将探讨潜在领域的合
作。

“本次会议是为探讨
两国具体合作的机遇，特
别是在共同关心和潜力领
域。”他如斯说。

这两个国家在采矿业和
加工铝土矿、铜和铝等原
材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而认为有必要探讨适当的
合作平台，加强该领域的
合作。

除了讨论能源和矿业合
作之外，还讨论清真食品
与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的
合作潜力。

在会谈上，双方同意分

艾尔朗卡在巴厘G20 TIIMM

探讨与南非建立合作商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马里夫研究所执行董事阿
卜杜勒·罗希姆·加扎利
(Abdul	 Rohim	 Ghazali)评
价说，佐科威总统获得大西
洋理事会颁发的“全球公民
奖”是最合适人选，让印尼
人民感到自豪和感激。

雅加达媒体援引罗希姆
发布的新闻稿称，“我们
应该感到自豪，同时感谢
大西洋理事会（美国思想
机构）将这个奖项授予合
适的人选。”

据他指出，这个奖项
将激励佐科威总统更加努
力、更加明智地工作，以
实现印尼在G20中的使命，
即加强有弹性的全球卫生
架构、发展包容和可持续
的经济、加强可再生能源

和改善教育。
罗希姆认为，该奖项表

明了佐科威总统在缓和俄
乌战争影响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尤其是在食品、
能源和金融领域。

因此，马里夫研究所希
望佐科威总统获得“全球公
民奖”后，能够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鼓励国际合作实
现和平与共同繁荣。

然后，他补充说，在
全球政治两极分化的情况
下，希望佐科威总统也重
振因俄乌战争而破裂的国
际人道主义团结。

“只有在全球层面加强
人道主义团结，才能制止
战争并避免更广泛的人道
主义灾难，”他如斯说。

此前，大西洋理事会于

周一（9月19日）在美国纽
约通过我国外交部长蕾特
诺·马尔苏蒂向佐科威总统
颁发	“全球公民奖”。

颁发“全球公民奖”是大
西洋理事会在纽约联合国大
会间隙举办的年度盛会。

他们将这个奖项授予为
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世界
领导人或个人。

佐科威总统获得奖项
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
表彰印尼在G20的领导成
就。

其次，肯定佐科威在建
设国际和平方面的努力，
这是他在乌克兰基辅和俄
罗斯莫斯科之间出面斡
旋。第三，确认佐科威在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成功建
立合作。（fd）

【安塔拉社努沙杜阿讯】经济统筹部长艾尔

朗卡·哈尔丹托（Airlangga Hartarto）在G20贸

易、投资和工业领域部长级会议（TIIMM）会见

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长易卜拉欣·帕特尔

（Ebrahim Patel）时探讨与南非建立合作商机。

经济统筹部长Airlangga Hartarto(左）在G20 TIIMM与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长
Ebrahim Patel（中）、工业部长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右）合影一瞥。

马里夫研究所评价

佐科威赢得全球公民奖为最合适人选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蒂代表佐科威总统在美国纽
约领取“全球公民奖”。

本次会议是为探讨

两国具体合作的机

遇，特别是在共同

关心和潜力领域。

享经验，创造合作以及继
续保持定期沟通。并与当
地产业合作，创造平衡的
投资价值。

2021年，印尼与南非的
贸易额高达20.6亿美元，
比20 2 0年的12亿美元更
高。

2022年1至7月期间，
两 国 贸 易 额 比 去 年 同
期 的 1 0 . 4 亿 美 元 增 长
46.92%。（fd）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央行在9月份理事会会议
上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
点至4.25%，银行从业人
员阿比沃多对此称必须保
持银行业韧性。

周五（9月23日），阿
比沃多说道：“银行业必
须能够通过提高净资产利
润率来保持稳定的信用质
量和流动性。”

在保持银行业韧性中，
银行业需要确保企业信贷增
长，专注于具有良好品质和
性能的优质客户及对经济衰
退的动荡有韧性的经验。

另一方面，阿比沃多称
中小微型企业领域信贷也
可成为净资产利润率的推
动力以保持银行业韧性，
尤其具有出口导向型并得
到数字生态系统支持的中
小微型企业。

而在消费方面，银行业

需要进行交叉销售，就是向
公司和中小微型企业客户销
售不同的产品比如无担保贷
款和房屋所有权贷款。

据阿比沃多称，实际
上，印尼国有企业已经应
用该保持银行业韧性的方
法，比如印尼国家银行已
经实施了至未来三年的净
资产收益率增长型战略。

印尼国家银行对直到
2025年能将净资产收益率
提升至18%以上保持乐观
态度，仅仅在今年6月份就
已经达到15.1%。

阿比沃多说道：“虽然
全球经济放缓并且面临金
融危机，但是如果政府、
人民、企业家和银行业保
持警惕和并肩同行，印尼
有可能就不会受到显著的
影响。”

阿比沃多称当前印尼经
济状况的确仍然良好，贸

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相对稳
定，但是务必警惕外资流
出风险和因美国中央银行
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而导
致经济放缓。

在世界银行提醒警告
2023年将发生全球性经济
衰退之后，美联储于本月
就直接将基准利率上调75
基点至3.25%，是自2008
年以来最高，是今年连续
第5次上调利率以降低自
1980年以来逼近最高点的
通货膨胀。

阿比沃多称美国必须抑
制通货膨胀，但是也务必
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常态化
保持警惕，因为会导致发
展中国家外资大量流出。

此外，当美元加息时，
不少国家的债务负担将加
重。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预计有60个国家将陷入
债务危机。（cx）

银行从业人员称

印尼央行基准利率上调 务希保持银行业韧性

【本报雅加达讯】印
尼金融科技联合资助协会
（AFPI）常务董事库瑟尔
延沙（Kuseryansyah）声
称，非法网贷已经给金融
科技行业带来负面且破坏
性影响。金融科技行业为
没有银行账户的弱势群体
提供金融服务。

本周五，库瑟尔延沙声
称长期以来金融科技行业
成功为民众提供贷款，每
年的交易额持续攀升。

2022年7月份，金融科技
提供贷款总额达到416万亿
盾，借款人银行账户数量达
到8636万，贷款人人数达到
92万8000个。未偿清贷款
金额达到45.73万亿盾或比
前一年同期增长88.84%，
支付成功率为97.33%。

库瑟尔延沙因此称不良
贷款率并不高仅达2.67%。
希望能持续地宣传金融科技

贷款行业，让人们可以充分
感受到其好处，民众可以用
贷款投资做生意。

与此同时，印尼金融科
技联合资助协会研究和教
育部主任查法尔（En t j i k	
S.	 Djafar）要求民众警惕
和了解日益猖獗的非法网
络贷款特征。如果收到贷
款推荐短信，千万不要接
受，因为目前有很多网贷
诈骗团伙冒用合法的网贷
公司标志。

法查尔说道：“网络
贷款诈骗团伙利用疫情让
面临经济困难的民众掉进
债务陷阱。我们要教育民
众，让他们不陷入网贷诈
骗团伙的圈套。”

据悉，印尼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严厉打击网贷
诈骗，通过投资监管工作小
组（SWI）屏蔽了超过4160
个非法网贷平台。（cx）

【本报雅加达讯】雅加
达首都特区政府同公共工
程和住房部合作兴建第1区
废水处理厂，每日最大污
水处理量24万立方米。

本周五，雅加达水利局
秘书杜迪·加尔泰希称，
第1区废水处理厂拟从2023
年开始动工。

这座废水处理厂位于
珊瑚新村水库（Wa d u k	
P l u i t），服务面积达到
4901公顷，覆盖丹波拉、
塔曼萨里、甘蜜埔、铭
腾、丹那旺、沙瓦勿萨、
本加灵安和巴德芒安区。

雅加达首都特区政府拟
从2023年开始建造该废水
处理厂至2027年竣工，建
造总额约为8.36兆盾，动
用雅加达地方预算和国家
预算。

该废水处理厂通过污水
管道和截流系统收集和排
放污水。

除了第1区，第6区废水
处理厂也正处于详细工程
设计阶段，或将于2024至
2028年开始动工，位于西
雅加达行政市珍加莲区杜
里-科山姆比村。

该两个废水处理厂是“
集中式生活废水管理系
统”的一部分并且融入
在“雅加达排水系统”项
目中。

“集中式生活废水管理

系统”中有15个基于	2012
年雅加达废水管理总体规
划的区，包括雅加达第0
区在内。

第0区位于瑟缇亚布迪水
库，每日最大污水处理量
4320立方米，而克鲁库特
废水处理厂每日最大污水
处理量8640立方米。

据雅加达水利局资料
信息中心称，第0区、第1
区、第2区废水处理厂位于
红溪水库，每日最大污水
处理量2万1000立方米。而
第3区位于西雅加达斯莲森
城市森林，每日最大污水
处理量10万3680立方米。

第4区废水处理厂位于
普罗戈邦粪便处理厂，每
日最大污水处理量30万立
方米。第10区废水处理厂
位于北巽特尔水库，每日
最大污水处理量12万9600
立方米。

第6区废水处理厂位于
杜里-科山姆比，每日最大
污水处理量28万2000立方
米。第7区位于卡马尔-佩
加隆安，每日最大污水处理
量6万9120立方米。第8区
位于马伦达水库，每日最大
污水处理量16万立方米。

第9区废水处理厂位于
西图-拉瓦-罗罗丹，每日
最大污水处理量8万5996立
方米。第11区位于乌鲁查
米水库，每日最大污水处
理量25万2572立方米。第
12区位于拉古南动物园，
每日最大污水处理量8万
8862立方米。

第13区废水处理厂将建
在甘榜-杜库水库，每日
最大污水处理量16万8596
立方米。第14区将建在哲
格尔05居委会水库，每日
最大污水处理量9万8763立
方米。（cx）

雅加达兴建处置能力24万立方米废水处理厂

网贷诈骗给金融科技行业

带来负面且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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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央行大幅加息抗通胀
但经济增速或将放缓

印尼央行(BI)显然效仿了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
的激进做法，将基准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至4.25%
。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5%一年多之后，上个月
央行也上调了基准利率。

银行似乎会立即实施这一举措。该政策可以被
视为收紧流动性的货币紧缩，而流动性往往会导致
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商业界也会感受到信贷利
率随着提高的影响， 

央行的上述决定可能引发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
的上升，这将对市场货币流通的放缓产生影响。但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抑制最近引发关注的资本外流
速度。

印尼央行理事会会议(RDG)认为加息的决定是
前置的、先发制人的、前瞻性的，目的是降低通胀
预期，确保核心通胀不超过4%。由于全球金融市
场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政策还旨在稳定印尼盾汇
率，使其符合其基本价值。

此前，美联储已率先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政策，
将基准利率提高75个基点。这使得中央银行的基准
贷款利率在3%到3.25%之间。这是自2008年金融
危机以来联邦基金利率的最高增幅。此外，加息是
在失业率上升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下降的
报告发布之后进行的。

商界人士估计，印尼央行(BI)将利率上调50个基
点至4.25%，对所有工业部门均产生影响。然而，
中小企业将感受到最明显的影响。

印尼企业家协会(Apindo)副总主席新妲（Shinta 
Widaja Kamdani）表示，由于利率负担是跨部门
的，其影响是广泛的。9月22日周四，新妲对Bis-
nis.com称:“因利率负担是跨部门的，所有的商业
部门都可能受到其负面影响。” 

新妲估计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是积累经营费
用，因此，接近1%的利率上调会增加对行业参与
者的影响。她说:“最有可能的是，商业参与者将
难以承受价格上涨，尤其是此前一直在抑制或试图
消化增加的负担的那些行业。”

新妲表示，受影响最大的将是中小型行业参与
者，由于风险状况和违约风险的脆弱性，这些企业
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贷款利率。她说:“这是因为
财务、资本充足率和周转率有限，他们可能无法承
受贷款利率上升的负担。”

在政府提高燃油(BBM)价格后，央行的最新决定
显示了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率攀升速度的担忧。一
些经济学家估计，今年的通胀率可能突破7%。央
行也认为，因着从2022年9月初开始实施的燃油价
格上涨，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可能会突破6%。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瓦吉约(Perry Warjiyo)表
示，燃油价格的上涨将推动通胀率涨升1.8%至
1.9%。他在9月22日星期四说:“燃油价格上涨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1.8% - 
1.9%左右，因此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将略高
于6%。”

不仅企业家，消费者也受到影响。如果基准利
率上升，那些拥有消费信贷，包括房贷（KPR)的人
也有可能需要支付更昂贵的分期付款。据分析，此
次基准利率的上调，更有可能是为了控制趋于上升
的通胀率。

工商界肯定会受到影响。如果银行信贷很快增
加，他们将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这可能造成两难
境地。如果以商品价格的上涨作为补偿，在国民购
买力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将面临萧条的市场。据估
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今年上半年。

Hipmi全国会议指导委
员会主席德迪（Dedi In-
dra Permana）在会后的声
明中说，我们举行听证
会，聆听总统的指示，并
介绍3位Hipmi总主席候选
人，即Anggawira、Akbar 
Himawan Buchari和Bagas 
Adhadirga。 

德迪解释说，第十
七届印尼青年企业家协
会全国会议将于今年12
月举行。佐科威总统表
示将出席该全国会议，
并叮嘱总主席候选人能
够以良好和健康的方式
竞争。总统传达的信息
是，年轻人必须能够竞
争应对所有存在的挑
战。每个来自指导委员
会的人都应良好和中立
的召开该全国大会。

此前，已宣布通过筛
选成为总主席人选的三
位候选人分别是Hipmi中

佐科威总统接待Hipmi中央理事会

听取筹备第十七届全国会议的报告
【内阁秘书处网站】佐科威总统周四（22/9）在雅京总统府迎接印尼青年企

业家协会（Hipmi）中央理事会的到来。会议期间，总统在国务秘书部长普拉蒂

克诺（Pra t i k no）的陪同下，听取了有关Hipmi召开第十七届全国会议的筹备工

作和总主席选举的报告。

佐科威总统在雅京总统府迎接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中央理事会的到来。

央理事会金融和银行业务
负责人Anggawira、Hipmi
中央理事会副总主席Akbar 
Himawan Buchari和HIPMI中
央理事会秘书长Bagas Ad-
hadirga。

德迪说，他们三人都是
Hipmi最优秀的理事。他们

从基层开始，到现在都成
了日常执行理事。稍后，3
位总主席候选人将发表公
开演讲，并解释他们对国
家未来经济利益的最佳愿
景和使命。

德 迪 希 望 ， 稍 后 胜
选的总主席候选人能够

协助政府应对经济中的
各种挑战。他说，当选
的总主席候选人当然可
以帮助政府支持现有经
济。尤其是现在面临全
球经济下滑挑战的情况
下，总主席候选人该如
何刺激国民经济。（pl）

【印尼CNN新闻网】佐
科威总统正式签署2022年
第117号关于农业部的总统
令，该总统令提到农业副部
长职位的内容。这新职位在
2022年第2条第117号的规定
提到，根据2015年第45号有
关农业部的总统令没有提到
这新职位的规定。

但是根据第2条第1章第
117号写明，总统可以任
命农业副部长以协助农业
部长执行工作计划。总统
有权任命和解雇农业副部

长职位，在农业部长的领
导下，农业副部长负责所
有的工作。农业副部长职
位与农业部长作为一个单
位，农业副部长必须协助
农业部长执行工作任务。

以下是根据农业副部长
第4章的工作任务：

协助部长制定和/或实
施农业部的政策；和

协助部长协调中高层领
导职位跨组织单位战略政
策的实现，这是根据第2
条第5章的总统令。

佐科威签署总统令

规定农业副部长职务

佐科威总统正式签署2022年第117号关于农业部副部长职
务的总统令。

国务秘书部长普拉蒂克
诺（Pratikno）此前说副部
长职位可以增加部门的工

作表现，若总统需要这副
部长职位，并决定任命为
副部长。（yus）

【印尼CNN雅加达讯】
斗争民主党（PDIP）秘书
长哈斯托（Hasto Kristi-
yanto）透露，有3名干部
有可能在2024年地方首长
选举（Pilkada）被提名为
雅京特区省长候选人。其
中一位是三宝垄市长亨德
拉尔•普里哈迪（Hendrar 
Prihadi），也就是大家熟
知的亨迪（Hendi）。

亨迪于1971年3月3日在
三宝垄市出生和长大。他
是苏纳索（Sunarso）和苏
塔米（Sutarmi）夫妇的10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
的父亲苏纳索是一名上尉
军衔的士兵。

亨迪曾在三宝垄的Uni-
ka Sugiopranoto上大学。
然后，他继续在三宝垄
Diponegoro大学攻读管理
硕士课程，并在D i p o n-
egoro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亨迪的职业生涯始于
Soegijapranata天主教大学
的教学人员，他于2001年
至2004年在经济与商业学

院任教。之后，亨迪开始
涉足政治。他的政治生涯
始于2004年至2011年的
两届中爪哇印尼青年全国
委员会（KNPI）主席，然
后他加入PDIP并成为党干
部。

亨迪曾在20 0 4年立法
选举中，注册为中爪哇省
地方议会席位的PDIP立法
候选人，但失败并没有被
选中。五年后或2009年大
选，他再次参选，成功被
选为2009至2014年任期的
中爪哇地方议会议员。

然而不久后，他以副

市长候选人的身份参加
了20 1 0年三宝垄市长选
举，当时的市长候选人
是苏马尔莫（Soema rmo 
Hadi Saputro），结果赢
得了该竞选。20 1 2年，
苏马尔莫因20 1 1年三宝
垄市财政预算贪污案被肃
贪会（KPK）扣押，亨迪
随后被任命为三宝垄暂摄
市长。最终，他于20 1 3
年1 0月2 1日就任三宝垄
市长。

亨迪决定在2016-2021
年期间再次出任三宝垄市
长。当时，他与Hevearita 

Gunaryanti Rahayu搭档并
赢得了竞选。五年后，他
再次与Hevearita搭档竞选
三宝垄正副市长。因为没
有其他竞争对手，他轻松
地蝉联三宝垄市长。

在担任三宝垄市长期
间，亨迪成功将原本贫民
窟的三宝垄老城地区重新
打造为一流的旅游胜地。
该打造计划还包括大型洪
水管理项目，对街头小贩
进行整顿和消除卖淫赌博
活动。

亨迪还为不适合居住
的居民制定了家居改善计
划，并通过全民健康保险
计划确保社区健康。在赋
能中小型企业方面，他提
出了一项名为线上微商
许可（Ijin Usaha Mikro 
Melalui Online简称i-JUS 
MELON）的创新计划。该
计划旨在为中小微企业提
供便捷的服务。

此外，自2010年至今，
亨迪一直受托担任三宝
垄市PDIP分会领导委员会
（DPC）主席。（pl）

PDIP准备在2024年地方首长选举

推举三宝垄市长为雅京特区省长候选人

PDIP准备在2024年地方首长选举推举三宝垄市长Hendrar Prihadi
为雅京特区省长候选人。

【印尼CNN新闻网】
被列为贿赂贪污案嫌疑
人的最高法院（MA）院
长苏德拉贾德（Sudra-
jad Dimyati）于周五
（9月23日）在肃贪会
（KPK）接受调查后，
被逮捕拘留20天，从9月
23日开始至10月12日。

目 前 肃 贪 会 已 决
定 1 0 人 列 为 受 贿 贪
污 案 嫌 疑 人 ， 7 人 已
被 逮 捕 ， 即 苏 德 拉 贾
德、Melly Tri Pang-
es t u、最高法院公务员
Desy Yustria、Muhajir 
Habibie和Albasri、两名
律师Yosep Parera及Eko 
S u p a r n o，尚未被逮捕
的3人有最高法院公务
员Redi、Intidana 储蓄
和贷款合作债务人Ivan 
Dwi Kusuma Sujanto 和
Heryanto Tanaka。

“ 肃 贪 会 于 昨 日 再
次逮捕一名最高法院院
长苏德拉贾德，为接受

进一步调查阶段，苏德
拉贾德被逮捕20天。”
肃贪会副主席Alexander 
Ma rwa t a于23日在记者
招待会如斯说。

本月于2 1日在雅加
达和三宝垄遭肃贪会就
地逮捕（OTT），当时
肃 贪 会 在 现 场 没 收 几
个证据，其中 2 2亿盾
现金，Desy收到2,5亿
盾，Muha j i r收到8,5亿
盾，Tr i收到1亿盾，苏
德拉贾德通过Elly Tri收
到8亿盾。

苏德拉贾德、 Desy、 
E l l y、M u h a j i r、 R e d i
和A l b a s r i作为此贪污
案的受贿者违反第 1 2
条A或B、第1 1条关于
根 除 腐 败 法 的 法 律 。 
Heryanto、Yosep、Eko
和 Ivan Dwi作为此贪污
案的行贿者违反第5条第
1章A或B或第13条或第6
条关于根除腐败法的法
律。（yus）

【点滴新闻网】一群
甘加尔志愿者（简称G P 
M a n i a ）主席伊曼纽尔
（Mania Imanue l Eben-
e z e r昵称N o e l）于周五
（9月23日）在电话中承
认得到甘加尔的指示不
要搞政治操弄，这是为
在政治上更有利和平静
气氛，并要求所有甘加
尔志愿者不能成立“下
士委员会（Dewan Ko-
pra l）”的计划。

我们都遵循甘加尔的
指示，在“上校委员会

（Dewan Kolone l）”成
立后是我们主动成立“
下士委员会”，这并不
是根据兼任中爪哇省长
甘加尔的意思。

伊 曼 纽 尔 评 价 ， 来
自不同年龄与各行各业
的“下士委员会”志愿
者盼望亲民的总统候选
人。甘加尔志愿者忙于
在3 3个省份进行沟通协
调，主要准备应对20 2 4
年 正 副 总 统 选 举 的 来
临。目前几个地区已宣
布支持甘加尔参选20 2 4

年正副总统选举。
伊曼纽尔此前说甘加

尔志愿者要成立“下士
委员会”的计划，这是

为支持甘加尔参选。
斗争民主党（PD I P）

国会委员会议员朱尼玛
特（Junimar t Gi rsang）
于2 2日在国会大厦表示
根本不知道“下士委员
会”的成立。有关“上
校委员会”的成立与斗
争民主党无关，这是仅
仅为提高斗争民主党中
央理事会主席布安·马
哈拉尼（Puan Mahara-
n i）参加竞选2 0 2 4年正
副总统选举的支持率罢
了。（yus）

最高法院院长被肃贪会拘留20天

最高法院院长苏德拉贾德。

获得甘加尔的指示

甘加尔志愿者取消成立“下士委员会”

一群甘加尔志愿者主席伊曼
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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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BKKBN) 通过与美国国际开发
署（USAID）、Tanoto 基金会、 Amman Mineral Nusa Teng-
gara公司、Bakti Barito 基金会和 中亚银行（BCA)建立合
作，通过支持 加速减少计划发育迟缓，加快减少发育
迟缓的措施。因此，非国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对
于加速印度尼西亚减少发育迟缓非常重要。图为周五
（23/9）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局（BKKBN）局长Hasto 
Wardoyo （右二）,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印尼署长
Jeffery P. Cohen （左二）,BCA 秘书处兼企业传播部副
总裁Hera F. Haryn（左）与Tanoto 基金会ECED理事长Eddy 
Henry在雅加达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交谈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资助合作伙伴与BKKBN

签署支持加速减少发育迟缓合作协议

我 国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艾尔朗卡（A i r l a n g g a 
Hartar to）在巴厘努沙杜
瓦对记者表示：“为了
对在洛杉矶举行IPEF部长
级会议上达成的协议采
取后续行动，我国政府
表示准备并确认将遵守
IPEF所有支柱的承诺。”

他 与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Katherine Tai举行双边
会议后传达了这一点。
美国贸易代表Kathe r i n e 
Ta i代表美国政府出席贸
易、投资，及工业部长
级会议，作为2022年G20
轮值主席国的一系列会
议。

IP E F合作框架被评在
应对现今全球形势和动
态可成为正确的回应，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优先
建立密切合作，以创造

平衡、繁荣，及公平发
展，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Katherine Tai对此表示积
极欢迎，她对印尼的认
真和公开参与表示感谢
和高度赞赏，以推动IPEF
的合作取得具体成果。

通过上述合作框架，
希望在印太地区各国能够
共同成长，并共同强大。
未来IPEF将优先考虑印太
地区强大的基础广泛的经
济连通性和一体化。

同一场合，还讨论了
有关印尼与美国在工业
领域的合作机会，特别
是与半导体行业相关的
合作机会，以及在世贸
组织解决印尼和美国之
间的几个贸易争端问题
的发展（ DS 478)。

还有讨论有关继续鼓

励印尼与美国双边合作
计划，及达成协议的必
要性，以便印尼将继续
从美国获得普惠制设施。

在贸易方面来看，在
2021年印尼与美国之间
的贸易额达到370.4亿美
元，比2020年的272.0亿
美元有所提高。

在2022年1月至7月份
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
额达到239.5亿美元，比
去年同期的196.4亿美元

增加了21.94%。
经济统筹部长秘书，

及 工 业 部 工 业 安 全 、
区 域 和 国 际 工 业 准 入
（KPAI I）总局局长陪同
我国经济统筹部长艾尔
朗卡出席上述会议。

与此同时，美国驻印
尼大使Katherine Tai、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
参谋长，以及其他一些
随 行 官 员 也 出 席 该 会
议。(vn)

我国与美国承诺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加强两国在印太层面的合作
【安塔拉社巴厘讯】我国和美国推动通

过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加强两国在印

太层面的经济、贸易，及投资合作。

图示我国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在工
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的陪同下，与
美国驻印尼大使Katherine Tai举行双边会议。

【安塔拉社巴厘省巴东讯】
国电公司寻求各种利益相
关者，即银行、投资者、
政策制定者和能源行业参
与者的支持，以合作加速
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EBT）转变的
进程。

国电公司总经理达尔玛
万（Darmawan Prasodjo）
解释，与各种利益相关者
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向
清洁能源转型是一项由各
方承担的任务，不是由国
电自己承担的。

他于2 2日在巴厘省巴
东（Badung）县努沙杜瓦
举行的水电和地热研讨
会上表示：“实现碳中和
目标并非易事。但是，我
们需要快速行动，不会由
国电自己承担，因为只有
通过合作才能克服各种挑
战。”

他续说，各方需要在法
规和许可、投资和筹资、
技术和投资以及与区域和
世界各级伙伴的伙伴关系
等方面开展合作。

“我们汇聚了来自核心

技术能力的所有利益相关
者以及投资者、银行、政
策制定者都聚集在这里。 
我们有支持能源转型的相
同目标。为此，我们如何
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无
论是政策、许可、投资还
是技术的步骤，”他说。

因此，达尔玛万希望国
电在努沙杜瓦举办的研讨
会，能成为分享看法的机
会，交流意见的论坛，以
及探索合作机会的平台。

研讨会期间，国电与投
资者和能源部门公司之间
也启动多项合作，包括国
电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工程
研究院（CREE I）签署的
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国电还与国际协力机
构（JICA）和 Kyudenko 
C o r p o r a t i o n ，以及与
Haskoning Indonesia签署
合作备忘录。

除此之外，国电还与法
国能源巨头 Sabella SAS 
和Meindo Elang Indah公
司签署了一份关于联合研
究潮汐能潜力的谅解备忘
录。(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
确保，政府为支持绿色投
资进入我国，准备提供财
政或者非财政的激励措
施。

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
构东盟、澳大利亚、新西
兰，及太平洋地区促进主
任Saribua Siahaan表示，
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不总
是减轻税收负担，还可以
提供便利的形式。

他在雅加达举行有关绿

色投资潜力，及有吸引力
的激励设计的网络研讨会
上说：“激励措施并不总
是减轻税收负担，提供便
利也是一种激励措施。例
如，进口商品的绿线也是
一种激励措施。”

他认为，此前，投资者
必须拥有两到三个跟踪记
录，才能获得进口商品的
便利。

但现今新的投资者也
可以获得进口原材料或资
本货物商品的便利，以鼓

励他们的投资实现额。“
若机器来得快，企业就会
更快运营，这也是一种激
励，”他阐述。

特别是在绿色投资，他
称，投资部非常重视绿色
投资，尤其是因为在我国
具有非凡的潜力。

“现今政府正在关心
的是建立一个系统，以
便有兴趣在该部门投资的
投资者真正考虑环境的影
响，”他称。

虽然如此，在支持绿色

经济的部门的激励措施不
能一概而论，因为必须逐
案看待。

“有规则。可以逐案
看。有一本聪明的书。但
原则上，政府非常关心有
关规范投资许可制度，让
投资者有确定性、更容易
和更快实现投资，并我们
准备好成为投资者提供潜
力、法规，及监督有兴趣
在我国投资的投资者计
划的切入点，”他进一步
称。(vn)

【安塔拉社巴厘省巴东讯】
国电公司PLN 与法国能
源巨头 Sabella SAS 和
Meindo Elang Indah公司签
署了一份关于联合研究潮
汐能潜力的谅解备忘录，
来探讨我国建有潮汐能发
电站的可能。

这份谅解备忘录于周
四（2 2日）在巴厘省巴
东（Badung）县努沙杜瓦
举行的国电水电和地热研
讨会期间签署，预计将成
为加速能源转型的一种方
式，同时优化我国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EBT）的

所有潜力。
国电公司新可再生能

源和项目管理总监Wiliyo 
Kusdwiharto称，该研究成果
后来将成为我国建造第一座
潮汐能发电站的重要资产。

“我国对潮汐能发电
站的建造已经期待很久

了，”他说。
同一场合，国电公司总

经理达尔玛万（Darmawan 
Prasodjo）称，这份合作谅
解备忘录还表明，国电正
试图通过与国内外合作伙
伴建立伙伴关系，来克服
能源转型的挑战。 (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政府通过能源和矿产资源
部预计，支持在2060年实
现净零排放（NZE）所需
的投资将达到11.08亿美
元，以增加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发电厂。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节能
和新可再生能源（EBT-
K E）总局各种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经理And r i a h 
Feby Misna详细表示，该
数字是由发电厂建设达到
9446亿美元，及输电建设
达到1134亿美元组成。

她在雅加达举行有关绿

色投资潜力和有吸引力的
激励设计的网络研讨会上
说：“在2060年为发电厂
建设所需的投资达到9446
亿美元、输电建设达到
1134亿美元，至2060年所
需的投资一共达到11.08
亿美元，或每年平均所需
的投资达到285亿美元，
才能支持增加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努力。”

她解释说，政府继续
推动加快提高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
的比例，目标是到20 2 5
年增至2 3%。其中之一

是通过电力供应业务计划
（RUPTL），直到2030年
其中51 . 6%的额外容量
将来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在2030年将建设的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达到20.9吉瓦，”她说
道。

她称，这一举措也符合
于政府实现国家自主贡献
（NDC）的目标，即到2030
年把排放量减少29%。

该目标是我国到2060年
实现净零排放（NZE）雄
心的一部分。“我们当然
需要比较大的投资来支持

NZE项目，”她如斯说。
政府定下指标，在2060

年建设的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发电厂的发电量达到
708吉瓦，其中96%来自
可再生能源，其余4%来
自新能源。

“我们将使用我们拥有
的一切，无论是太阳能、
风能、水力、生物能源、
海洋能、地热能发展可再
生能源，我们还将鼓励发
展为氢和电池。该新能源
如核能，这也将努力支持
我们实现净零排放，”她
进一步称。(vn)

为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国电寻求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

投资部确保提供激励措施以支持绿色投资

政府预计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需要总额11.08亿美元投资

经济统筹部长Airlangga Hartarto（左）在工业部长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的陪同下，与美国贸易代表大使
Katherine Tai合影。

国电与法国能源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 联合研究潮汐能潜力

【安塔拉社西冷讯】
农业部长夏鲁尔（Syahrul 
Yasin Limpo）深信，我
国开发的优质高产大豆品
种，将破解对进口大豆的
依赖。

夏鲁尔在万丹省西冷
（Serang）县Cinangka镇
Rancasanggal乡镇举行的
大豆收割庆典时说：“我
深信，优质高产大豆品种
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提前普及、推广国产优
质大豆品种的种植，可以
肯定未来我国将不再需要
从国外进口大豆。

有鉴于此，农业部长要
求西冷县政府推广农业专
家Ali Zum Mashar教授开
发的Dega和Migo优质高产

大豆品种的种植，把当地
开发成我国大豆产区。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豆
供应仍依赖于从美国和巴
西进口的大豆。美国和巴
西的大豆平均每公顷产量
为4-5 吨。

国内一些地区的大豆平
均每公顷产量1.3吨至2.5
吨，而在西冷县种植的
Dega和Migo品种大豆，平
均每公顷产量4-5吨，与
美国和巴西的相同。

“由于产量更高，我深
信我国开发的优质高产大
豆品种能够满足国内的需
求，”部长说。

通过种植高产品种的大
豆种子，当然可以让农民
受益，因为这种大豆在市

场上的价格相当不错，每
公斤达12000盾不等，而
进口大豆的价格为10000
盾。

印尼人几乎每天都吃豆

豉、豆腐、酱油等以大豆
为原料的产品。

我国人民对豆酵饼、豆
腐、酱油等大豆制品的消
费量较高。(er)

我国开发优质高产大豆品种

农业部长：将破解对进口大豆依赖

【安塔拉社巴厘省努
沙杜瓦讯】工业部长阿
古斯（Agus Gumiwang 
Ka r t a s a sm i t a）表示，
在印尼—美国双边会议
上 ， 两 国 准 备 刺 激 半
导 体 行 业 的 增 长 。 在
印 尼 — 美 国 双 边 会 议
上，我国由经济统筹部
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 a r t a r t o）和工业部长
阿 古 斯 代 表 ， 而 美 国
由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大 使
Katherine Tai 代表。

工业 部长阿古 斯昨
日 在 巴 厘 省 努 沙 杜 瓦
说：“我国在爪哇、苏
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几
个地区拥有丰富的硅砂
等原材料资源。即将进
行的投资将加强汽车、
通信和电子等其他工业
领域的价值链。”

工业部长表示，与美
国共同推动半导体产业
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

因为美国有相当大的半
导体制造商，包括英特
尔、美光科技、高通、
博通、德州仪器和英伟
达。

他续说，工业部编制
了2022-2030年开发印
尼半导体行业中期路线
图。

“为了支持这一步，
政府将向半导体行业的
投资者提供一系列激励
措施，”工业部长阿古
斯说。

2021年美国在印尼的
投资达到25.4亿美元，
涉及824个项目。与此
同时，2021年印尼与美
国的非油气贸易总额达
到370亿美元，比2020
年增长36%。

进一步，2022年1月
至6月的我国与美国总
贸易约为203亿美元，
比2 0 2 1年同期增长了
19%。(er) 图示：农业部长Syahrul Yasin Limpo、西冷县县长Ratu Chasanah

和Ali教授出席大豆收割庆典。

我国与美国达成共识

准备刺激半导体行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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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际金价后市仍下看1643美元
周五(9月23日)，国际金价承压，

距离本周创下的2020年4月上旬以来
新低1653.73美元/盎司不远；美元
指数续创2002年6月上旬以来新高至
111.874，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打压
非孳息资产黄金的吸引力。金价后市
仍下看1643美元。

北 京 时 间 1 5 : 2 0 ， 现 货 黄 金
下跌 0 . 1 4 %至 1 6 6 8 . 6 6 美元 /盎
司；COMEX期金主力合约下跌0.27%
至1676.6美元/盎司；美元指数上涨
0.39%至111.709。

NYMEX原油仍下看80.02美元
周五(9月23日)，国际油价走低，经

济衰退担忧和美元走强，NYMEX原油仍
下看80.02美元。尽管俄罗斯发布动员
以及伊朗核协议重启进程谈判明显陷入
僵局引发的供应担忧限制了跌幅。

北京时间16:19，NYMEX原油期货
下跌1.94%至81.87美元/桶；ICE布
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74%至87.97美
元/桶。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9月23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7178.58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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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32	 -0.66

	 1991.6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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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57	 0.7

	 875.32	 -0.33

	 1465.26	 -0.04

	 1505.11	 -0.16

	 712.2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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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7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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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9月23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45.000	盾卖出	 4.48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90.000	盾卖出		 8.90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153.83		 跌	 159.30

韩国综合	 2290.00		 跌	 42.31

香港恒生	 17933.27		 跌	 214.68

上海综合	 3088.37		 跌	 20.54

欧股

英国FTSE	 7096.12		 跌	 63.40

德国DAX	 12437.46		 跌	 94.17

法国CAC	 5878.18		 跌	 40.32

荷兰AEX	 649.33		 跌	 8.07

Http://tw.stock.yahoo.com	23/9/2022	15:51

美股

道琼工业	 30076.68		 跌	 107.10

那斯达克	 11066.81		 跌	 153.39

S&P	500	 3757.99		 跌	 31.94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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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1	 UNTR	 35100	 34000	 -1100	 -3.13%	 5776500	 196961685
	 2	 ITMG	 43775	 43250	 -525	 -1.20%	 2386000	 102827947
	 3	 BRAM	 8750	 8325	 -425	 -4.86%	 600	 5200
	 4	 MBAP	 9675	 9250	 -425	 -4.39%	 798500	 7338762
	 5	 BYAN	 65700	 65400	 -300	 -0.46%	 14400	 946415
	 6	 MREI	 4140	 3900	 -240	 -5.80%	 11200	 43770
	 7	 BSSR	 4960	 4730	 -230	 -4.64%	 5352900	 25136498
	 8	 ARTO	 7425	 7225	 -200	 -2.69%	 10738500	 78135095
	 9	 GGRM	 22500	 22300	 -200	 -0.89%	 787900	 17634515
	10	 MCAS	 12000	 11850	 -150	 -1.25%	 44700	 530685

	 1	 NFCX	 11550	 12275	 725	 6.28%	 2968200	 36127835
	 2	 EDGE	 21050	 21650	 600	 2.85%	 5900	 123932
	 3	 STTP	 7250	 7500	 250	 3.45%	 500	 3750
	 4	 YPAS	 790	 985	 195	 24.68%	 511000	 478720
	 5	 HEXA	 7100	 7275	 175	 2.46%	 1399900	 10063442
	 6	 ICBP	 8825	 9000	 175	 1.98%	 7310000	 65064655
	 7	 INKP	 9100	 9275	 175	 1.92%	 8632200	 79385122
	 8	 JECC	 4680	 4850	 170	 3.63%	 2900	 14012
	 9	 INRU	 670	 835	 165	 24.63%	 101000	 81804
	10	 INDY	 3110	 3270	 160	 5.14%	 55983400	 180934339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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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68	 9991.68	 0.00	 0.00	
CNY	 2090.67	 2145.67	 2085.67	 2150.67	
EUR	 14485.01	 14825.01	 0.00	 0.00	 	
GBP	 16553.31	 16953.31	 0.00	 0.00	 	
HKD	 1895.47	 1937.47	 1891.47	 1942.47	
JPY	 103.91	 106.91	 0.00	 0.00	 	
MOP	 0.00	 0.00	 1801.76	 1913.76	
SGD	 10445.17	 10665.17	 0.00	 0.00	 	
USD	 14820	 15220	 14815	 15225

Date:2022.09.23
Time:	15:36:20

印 尼 央 行 行 长 贝
利·瓦尔吉约（Pe r-
ry	 Warjiyo）周四
（22/9）在雅加达的
9月份印尼央行理事

会会议(RDG)结果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全球金融市场不确
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外国资本流动方面的

压力，尤其是证券投
资方面的压力仍然存
在”。

外资流出导致盾币
贬值，尽管盾币在全
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
增加的情况下维持汇
率稳定。

贝利表示，2022	年
9月 2 1日的盾币汇率
较20 2 2年8月末贬值	
1.03%。

国内外汇供应和对
国内经济前景的积极
看法以及印尼央行的
稳定措施支持了汇率
仍维持的发展。

因此 ，截至 2 0 2 2	
年 9月 2 1日（或年初
至今），盾币汇率与	
2021	 年底的水平相比
贬值	4.97%。

据 他 说 ， 与 去 年
年底相比，盾币的贬

值相对好于其他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
值，如印度7.05%、
马来西亚8.51%和泰
国10.07%。

他 说 ： “ 展 望 未
来，印尼央行将根据
其 基 本 价 值 继 续 加
强 盾 币 汇 率 稳 定 政
策 ， 以 支 持 控 制 通
胀 和 宏 观 经 济 稳 定
的努力”。（ a s p ）

2022年7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

外国资本净流出达6亿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印度尼西亚

银行（央行/BI）报告称，我国金融

市场已从2022	 年7月1日至9月20日有

证券投资形式的外国资本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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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27

	 	

AUD	 9887.13	 9988.01

CNY	 2108.70	 2130.13

EUR	 14725.98	 14877.01

GBP	 16857.47	 17032.95

HKD	 1905.63	 1924.80

JPY	 102.61	 103.66

SGD	 10527.75	 10635.06

USD	 14957.83	 15108.17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942.50	 15092.50	

新币	 SGD	 10517.95	 10637.95	

港币	 HKD	 1892.86	 1932.86	

日元	 JPY	 103.80	 107.40	

欧元	 EUR	 14636.71	 14896.71	

澳元	 AUD	 9851.62	 10091.62	

英镑	 GBP	 16797.69	 16997.69	

人民币	 CNY	 2095.68	 21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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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126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7.0792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综指下落40点至7178.583点

1美元兑15038盾
【本报讯】周五（9月23日）综合股

价指数（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
结束时，综指下落31.03点或-0.43%至
7187.87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
40.32点或-0.56%，报收于7178.583
点。LQ-45指数下落7.01点或-0.68%
，报1025.634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日本指数休市；
香港指数下落214.68点或-1.18%，
报17933.27；上海指数下落20.54点
或-0.66%，报3088.37；海峡时报指数
下落31.12点或-0.95%，报3231.95。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137万5604次，有239亿5287万4842份股
票易手，总值14兆6374亿9852万8147盾。涨
价的股有275种，落价的股有258份，280份
持平。外资净购7679亿4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NFCX（NFC	 In-
dones ia股）涨价725盾，现价1万2275
盾；EDGE（Indo i n t e r n e t股）涨价600
盾，现价2万1650盾；STTP（S i a n t a r	
T o p 股 ） 涨 价 2 5 0 盾 ， 现 价 7 5 0 0
盾；YPAS（Yanaprima股）涨价195盾，
现价98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U N T R（友联拖
拉机股）落价110 0盾，现价3万40 0 0
盾； I T M G（印多矿业公司股）落价
525盾，现价4万3250盾；BRAM（Indo	
K o r d s a 股）落价 4 2 5盾，现价 8 3 2 5
盾；MBAP（Mitrabara股）落价425盾，
现价9250盾。

盾币贬值15盾
周五，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15036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值15023盾，盾币贬值15
盾。（asp）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印 度 尼 西 亚
银 行 （ 央 行 / B I ） 报
告 称 ， 2 0 2 2 年 8 月 ，
数 字 银 行 交 易 额 达
4557.5	 兆盾，同比增
长	31.4%。

此外，20 2 2年8月电
子货币交易额也同比增
长43.24%，达到	 35.5	
兆盾。

印尼央行贝利·瓦尔
吉约（Per ry	 War j iyo）
周四（22/9）在雅加达
举行的	 9月份印尼央行
理事会会议	 (RDG)	 结
果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一发展符合社区流动
性的正常化”。

因此，他强调，央行
继续加强支付系统政策
的实施，加快数字化，

截至2022年8月份 数字银行交易达4557.5兆盾

随着物流与电商行业的增长，2022年冷链行业业
绩有所增长。2022年第一季度该行业的生产需求
同比增长10%。图为周五（23/9），能源与矿产
资源部（ESDM）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局局长Hendra 
Iswahyudi（左三）、印尼ASHRAE研究所主任Herlin Her-
lianika（左二）与其他演讲者，在雅加达举行的2022
年制冷、供暖、通风和空调 (RHVAC) 行业展览会开
幕仪式时交谈。（商报/Hermawan摄）

冷链行业业绩有所提高

宝石银行（Bank Permata） 通过 宝石银行 Pluit 模式分行推出银行创新，模
式分行通过整合线下和线上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呈现更加有效和高效的银
行技术更新。  图为周四（22/9）宝石银行董事总经理Meliza M. Rusli（中）
、技术与运营董事经理Abdy Salimin与分行网络执行副经理Eddie Sajoga在雅加达
宝石银行 Pluit 模式分行推出银行创新时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宝石银行推出Pluit模式分行

以支持经济复苏。
在 通 胀 压 力 挑 战

中，数字经济和金融交
易持续增长，这得益于
公众对网上购物的接受
度 和 偏 好 增 加 、 数 字
支付系统的扩展和便利
以及数字银行的加速发
展。

同时，贝利补充说，
使用自动提款机	(ATM)	

卡、借记卡和信用卡的
支 付 交 易 价 值 同 比 增
长	34.72%至722.5	兆
盾。

央行继续鼓励支付系
统创新，继续分阶段准
备实施国内政府信用卡
（K K P），包括通过开
发基于卡的国内政府信
用卡来增加国内政府信
用卡的接受和交易，包

括政府的效率交易。
另一方面，2022年	8

月的流通货币量同比增
长6.9 6%，达到902 . 7	
兆盾。

他 说 ： “ 中 央 银 行
继 续 确 保 在 全 国 领 土
上保持质量的盾币货币
的 可 用 性 ， 包 括 流 通	
2 0 2 2 年 发 行 的 盾 币 纸
币。”（ a s p ）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印度尼西亚银行（印尼央
行/BI）行长贝利·瓦尔
吉约（Perry	 Warjiyo）表
示，2022年8月银行业发
放的贷款，比去年同期增
长10.62%，这得益于所
有类型的贷款增长和大多
数经济部门。

贝利周四（22/9）在
雅加达举行的	 9月份印尼
央行理事会会议	 (RDG)	
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说：“
银行业中介功能继续改善
并支持经济复苏”。

伊斯兰银行业也出现中
介功能复苏，2022年8月
融资同比增长	18.7%。

他说，从供给方面来
看，银行业中介的持续
改善得到了保持宽松的贷
款标准的支持，这与银行

业发放贷款的意愿有所提
高，特别是在农业、工
业、建筑和贸易领域。

银 行 业 利 率 仍 呈 下
降 趋 势 。 资 金 市 场 方
面，2022年8月银行业1个
月定期存款利率，比2021
年8月下降44个基点(bps)
至	2.9%。

与此同时，在贷款市
场，贷款利率同期下降48	
个基点至	8.94%。

在需求方面，贝利表
示，银行业中介功能业绩
的增加受到企业和家庭业
绩持续复苏的支持。

他说：“企业业绩反映
在销售和资本支出继续保
持高位增长，特别是在农
业、采矿、工业和贸易领
域，以及企业税收收入的
增加”。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称 8月份银行业发放贷款增长10.62%
另一方面，他透露，家

庭表现反映在家庭消费和
投资的改善上，符合消费

者的乐观情绪。
在 中 小 微 型 企 业 领

域，2022年8月中小微企

业贷款同比增长16.77%
，主要受微型领域的支
持。（ a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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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共工程与民
房部公路建设和保养总
司（Bina Marga）经理赫
迪.拉哈迪延（Hedy Ra�
hadian）称，从2020年至
2022年8月，通行的高速公
路路段全长453.12公里。

而 计 划 建 造 或 者 是
2022年9月至2024年通
行的高速公路路段，全
长1014公里，以致，定
下指标，2020年至2024
年，建造的高速公路，
全长1450公里。“2022
年，定下全长283.15公
里的高速公路19条路段
运行的指标。”

截至20 2 2年8月，全
长84.15公里的高速公路
6条路段已运行，余下13
条全长199公里的路段，
定下2022年12月底完成
的指标。

赫 迪 解 释 说 ， 已 经
通车的6条高速公路，

即� i � e � n y i � � � � e d �� i � e � n y i � � � � e d �
a n g� D aw � a n高速公路
第1路段，全长11 . 4公
里，Bin ja i�Langsa高速
公路第1路段，全长11.8
公 里 ， 万 鸦 佬 （ M a �
nado）�比通（Bit�ng）
高速公路的Danow�d��
Bit�ng路段，全长13.43
公里，�ig�i�Banda Aceh
高速公路第2路段，全
长6.35公里，�ibit�ng�
�i� incing高速公路第2和
第3路段，全长24.25公里
和Taba Penanj�ng�朋姑露
（Bengk���）高速公路路
段，全长16.73公里。

其它定下2022年12月
运行的13路段，即�i�e��i�e�
�nyi����edang�Daw�an
第2�第6路段 全长49.3 
公里，�iawi���kab��i第
2路段全长11.9公里，三
宝垄（�e�arang）�淡目
（De�ak）第2路段，全

长16.3公里，�ibit�ng�
�i� incing第4路段，全长
7.7公里，�i�angg i s�
�ibit�ng第2A段，全长3.5
公里，�inere��i�anggis
第3段，全长5.5公里和
�erpong �inere第2路段，
全长3.6 公里。

他补充说，接下来是
Bekasi��awang�Kp. Me�
�ay�第1A和 2A路段，全
长6.6 公里，Jakarta�
�ika�pek II 南第3配
套 路 段 ， 全 长 8 . 5 公
里，�erpong�Ba�araja第1A
路段，全长4公里，�ig�i�
Banda Aceh第5 和第6路

段，全长12.5公里，K�a�a 
Tanj�ng�Tebing Tinggi�
Pa rapa t第1和第2路段，
全长38.5公里和Padang�
Pekanbar�路段，全长31公
里。“�is��daw�高速公
路，第2路段正在完成阶
段，我们希望，2022年10
月底已能运行至�i�a�aka
第3路段。”

希 望 第 4 和 第 6 路 段
最迟能在2022年12月建
成，她声称，因民众久
已等待�i s ��d aw�高速
公路，减少万隆（Band�
�ng）至Ker ta ja t i的出行
时间。(sl)

2022年联络中心奖

【Kontan雅加达讯】小
麦粉加工企业，�eres t a r 
I ndones i a(TRGU)公司仍
乐观认为，20 2 2年利润
能在100%以上，在有关
冗长的俄罗斯�乌克兰战
争导致面粉价格上涨趋势
中，�erestar Indonesia公
司仍抱着该乐观态度。

�erestar Indonesia公司
有信心，在全球市场小麦
价格上涨中，对今年的业
绩并没有影响，因我国的
面粉需求每年提高。

根 据 中 央 统 计 机 构
（BP�）数据，2021年，我
国的小麦进口量为1143万
吨，比2020年提高8.85%
，而今年，截至6月底，小
麦进口已达到550万吨。

有 关 该 面 粉 价 格 上
涨，�erestar Indonesia公司
已逐阶段调整，以致，客户
也有机会调整其生产的食物
售价。

日前，�erestar Indone�
sia公司总经理英德拉.伊
拉宛（Indra Irawan）对记

者称，“因此，虽然我们
拥有旧价格购买的存货，
我们不会从该价格上涨中
积极提高盈利，我们选择
逐阶段的调整，俾使客户
也能调整。”

通过该方法，虽然俄罗
斯�乌克兰战争造成价格
上涨情况，�erestar Indo�
nesia公司生产的面粉销售
量仍提高。

2022年上半年，�erestar 
Indonesia公司面粉销售量
达到24万2000吨比去年同

期的22万6000吨提高。
他阐明，“公司对因俄

罗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全
世界小麦供应缺乏，导致
价格上涨的情况即将结束
抱乐观态度，因澳洲、加
拿大和美国小麦丰收，将
供应缺乏小麦供应的世界
市场有帮助。”作为信息，
截至2022年上半年，�erestar 
Indonesia公司已记载196.9亿
盾的净利，或者是达到2022
年定下的200亿盾净利指标
的99%。(sl)

【Kon t a n雅加达讯】
今年下半年，D h a r � a 
Po � i�e t a � (DRMA)公司
机动车零部件需求量持
续增加，比今年1月至4
月平均需求量，Dha r�a 
Po�i�eta�公司8月机动车
零部件平均需求量提高
20%。

今 年 9 月 ， D h a r � a 
Po � i�e t a �公司机动车零
部件订单预计提高大约
30%，10月订单预计比
2022年1月至4月平均需
求量提高35%。

Dhar�a Po�i�eta�公司
总经理伊利延多.善多梭
(Irianto �antoso)称，“
第三季需求量已很好，

希望在第四季更好。”
第三季机动车零部件

需求量增加，因为在上
海实施封锁导致半导体
短缺问题，阻碍机动车
生产已解决了。

随着半导体供应恢复
过程中，新冠疫情后，
我国经济也开始恢复，
因此，迄今燃油价格上
涨，不会停止机动车零
部件需求量增长。

某些原因使D h a r � a 
Po � i�e t a �公司仍表乐观
将实现2022年收入增长
20%指标，和净利增长
50%指标。

2 0 2 2 年 上 半
年，Dhar�a Po�i�eta�

公司记载净利 1 4 4 5 . 9
亿盾，同比提高44%。
该净利提升受到Dha r�a 

Po�i�eta�公司成功记载销
售额1.59兆盾，比2021
年同期提高22%。(lcm)

【本报讯】我国能源挑
战需要多维解决方案，并
需要齐心协力，在努力减
少碳排放的影响中，我国
能源消费量持续提升。

印尼石油协会( I n d o�
nesian Petro�e�� Asso�
ciation/IPA)主席Irtiza H. 
�ayyed称，根据国家能源
总体规划(RUEN)，我国石
油消费量将飙升139%，
天然气消费量将飙升几乎
300%。

周三(21/9)，他在雅
加达会议中心(J��)举办
题为面临双重挑战 : 面临
能源需求和减轻气候变化
的风险的第46届印尼石油
协会会展(IPA �onvex)上
说，“目前，我国油气行
业正在面临两种挑战，即
满足我国能源的需求，和
减少碳排放的影响。面临
两种挑战，需要多维解决
方案。我国能源转型加速
需要齐心协力。”

据他说，未来十年至二
十年，上游油气业需要开
发和发掘我国油气潜力，
看到现有能源的需求很
高。“这个努力将满足两
个需求，是提高国家收入
和满足为我国增长的能源
需求。”

他续说，除了推动增
加油气生产，目前，油
气业也正在聚焦于减少
碳排放，在运营和生产活
动，油气公司持续开发能
减少碳排放和产生更清洁

的能源的各技术，为实现
更低的排放，最有前途的
技术之一是碳捕获和存储
(�arbon �apt�re and�tor�
age/���)，这个低碳技术
实施的目标为减少排放，
并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或
更快。但是，为推动投资
需要政策的支持。

他补充说，可持续能源
转型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
企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阿
里芬(Arifin Tasrif)在这次
会展开幕式说，在能源转
型石油和天然气的作用非
常重要，因为化石燃料仍
在满足国家能源的需求发
挥重要的作用。

据他说，为实现提升
油气生产和碳排放目标的
平衡，需要低排放技术
创新，例如通过实施碳捕
获、利用与封存(��U�)技
术。目前，在我国有14项
���/��U�工程，但是，
所有活动仍在准备阶段，
设定2030年前大部分投入
生产。

“将在不久的将来实
施的一项有前途工程是
Tangg�h废气再循环(En�
hanced GasRecovery/EGR)
和��U�，这项工程目标是
至2035年减少碳排放大约
2500万吨，以及提升产量
至300标准立方英尺(B��F)
，Tangg�h EGR/��U�可以
成为我国未来天然气开发
的榜样。” (lcm)

公共工程与民房部定下指标

今年通行高速路段达283.15公里

公共工程与民房部定下指标，2022年全长283.15公里的
新高速公路路段能通行。

【Kontan雅加达讯】为提高社区经济和

各地区之间的连接，公共工程与民房部

(PUPR)与高速公路经营企业（BUJT）将

加快各地区的数项高速公路工程建造。

小麦价格上涨 TGRU有信心能达标

Dharma Polimetal公司预计

本月零部件订单提高30%

图为周二（20/9）工人在西爪省Cikarang 区正在机动车零
部件生产上的情景。(商报/ Max Manuhutu摄)

【Kontan雅加达讯】截
至2022年8月，阿斯特拉
集团建筑领域企业，Acset 
Indon�sa公司获得总值为
1.1兆盾的新合同，该新
合同受到基础设施的支
配。

日前，Acset Indon�sa
公司秘书玛丽亚.塞西莉
亚.哈普莎莉（Maria �e�
si�ia Hapsari）描述，该
新合同是Eka Hospita�的
钻孔桩（Bore Pi�e）和图
墙（Diagraph� Wa��）工
程，合同值为470亿盾，
巴当（Batang）的土壤改
良（�oi� I�prove�ent）
工程，合同值为 4 5 0 亿
盾，日惹�Bawen高速公
路的路基工程，合同值为
430亿盾和丹格朗�孔雀港
（Mer a k）高速公路增加
路面工程，合同值为3210
亿盾。

玛丽亚对记者称，“至
8月31日，Acset Indon�sa
公司新合同已达到1.1兆
盾，其中各领域所占的份
额，地基领域占17%，建
筑领域占26%，而基础设
施领域占57%。”

玛 丽 亚 声 称 ， 至
今，Acset Indon�sa公司
仍将聚焦于该3个主要业
务的商机，即地基、建
筑和基础设施。“Acse t 
Indon�sa公司也将通过积
极的多样化，持续发展
在该3个领域的技术，以
致，Acset Indon�sa公司
对2022年下半年实施的改
善措施感到乐观。”

为使各项工程建造顺
畅，Acset Indon�sa公司已
从今年调拨总数达到600
亿盾的资本支出，使用了
308亿盾。

她声称，该资本支出全

部供作工程需求，在Acset 
Indon�sa集团，该公司尝
试通过重型器械租赁，模
板/模板服务（asa for��
work/bek is t ing），乘客
起重机和塔式起重机的租
赁（renta� passenger hoist 
dan tower crane），或者
是提供混凝土泵送服务的
相关实体。“该资本支出
供作增加和替换使用期限
已结束的Acset Indon�sa公
司生产的重型器械。”

从 商 业 策 略 方
面，Acset Indon�sa公司
主要将关注品质和安全原
则，作为主要工业原则和
持续不断的进行改善，俾
能达到卓越运行。

接下来，利用工程技术
俾能提高效率，加强与战
略性合伙者的联盟，以及
为提供综合的建筑服务，
积极的丰富技能。（sl）

ACST获1.1兆盾新合同

受基础设施工程支配

减少碳排放影响

我国能源需要多维解决方案

周三(21/9)，IPA主席Irtiza Sayyed、国会第七委员会主席
Sugeng Suparwoto、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Arifin Tasrief、劳工
部副部长Afriansyah Noor、西爪哇省长Ridwan Kamil，和ESDM
石油和天然气总局局长Tutuka Ariadji在雅加达主持第46届IPA 
Convex开幕式。(商报/Muhammad Maan摄)

印尼联络中心协会(ICCA)举行2022年联络中心奖(Contact Center 
2022)，向让客户满意的数家公司颁奖。图为周四(22/9)
，Jingdong Indonesia Pertama(JD.ID)公司总监Maneesha Bhusal(左2)和
管理者在雅加达举行的联络中心奖合照。(商报/Hermaw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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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 的 百 年 奋 斗 与 中

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同频

共振。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

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走

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

论和实践立足点。从“工

业化”“四个现代化”

到“中国式现代化”，党

带领全体人民孜孜以求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独特的文化

传统、历史命运和国情的

中国特色。它顺应时代大

势、高度契合中国实际，

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

索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成果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坚持“走自己的路”的

宝贵成果，它始终立足国

情谋发展，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迈向现代化新

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正确道路；始终以

人民为中心来解决好现代

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

题；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不断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正在把马克思描述

的美好理想逐步变成现

实，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

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

垄断话语权的格局，为人

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贡献了中国智慧。

历 史 与 实 践 充 分 证

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有效调动包括

国家、市场、社会和人民

群众在内的各类主体和各

类要素资源进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道

路，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道路，也是把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

能治理有机统一起来的道

路，还是不断与时俱进，

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道路。

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

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贡献了新的方案和伟大

力量。它超越了以自由主

义、资本至上、西方中心

论为支柱的西方文明，继

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明中

崇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讲辩证、尚和合、求

大同等思想理念，蕴含着

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文

明观、发展观、义利观、

安全观、治理观。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显示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的独特本质。它推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创举。任何国家的

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都

要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

传统和具体国情。党的百

年发展史向世界雄辩地证

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克

服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种种弊病，打破了现

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

创造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

共享发展成果。中国经受

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

考验，在人口最多的国家

消除了绝对贫困，以行动

和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担当，彰显了

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执

政为民的公仆情怀。中国

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全

体人民，还将惠及世界各

国人民。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在文化传统上讲求美美

与共，在历史和现实上立

足合作共赢。它在理念与

实践上拒绝零和博弈，坚

持普惠发展，以中国的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文

明进步。

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

开放和包容。现代化不等

于“西方化”。伴随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

国在各领域的交流联系更

加密切；任何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都离不开同世界的

合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以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各国

开展平等的交流合作，积

极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发

展的有益经验，以尊重包

容的心态对待其他国家的

发展利益。

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视

人类命运与共。在各领

域形成的紧密交往关系

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命运

相互交织，解决全球性问

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倡导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处

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

本准则，站在人类命运与

共的高度，强调维护全

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把中国的现代化发

展命运同人类文明发展

命运紧密联合。

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

不忘本来、又注重吸收外

来，还重视面向未来。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

文明新形态，二者密切相

关、相辅相成，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艰辛

探索、艰苦奋斗中进行的

伟大创造，也是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的重大贡献。

党领导人民走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

实践意义。人类社会走向

现代化是文明发展的必然

趋势。西方现代化带来的

贫富分化、阶级冲突、利

益集团等弊病饱受世界各

国批评。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创建成为时代的呼唤。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力拓

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

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任何

文明的发展都要体现在人

的全面发展上，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逻辑，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

党领导人民走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党带领广大人

民救国、兴国、富国、强

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

期稳定奇迹，书写下震撼

世界的巨变，这充分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

成功之路。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

世界文明发展问题，大力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建“一带一路”

，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等，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

和历史发展大势。党领导

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伟大创举，不仅证明我

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正途大道，同时也表明我

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
党领导人民走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中国的发展促进

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

反思，也加速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探索。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

发展主线，超越了资本主义

现代化模式，宣告了“历史

终结论”的终结和“社会主

义失败论”的失败。人类文

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用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从世界潮

流发展高度审视人类发展所

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未来世

界文明发展意义重大。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副教授。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出

席中俄蒙元首第六次会

晤，并会见蒙古国总统呼

日勒苏赫。习近平主席就

推进中俄蒙合作提出四点

建议，对进一步加强中俄

蒙三方合作，推动中蒙双

边关系发展、密切双方在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配

合，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

荣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俄蒙合作取

得积极成果。虽然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三方

合作的脚步从未停歇。携

手抗疫，共同守护三国人

民生命健康；通过“云交

流”保持交往热度，民心

相通纽带更加紧密；积极

开展边境地区联防联控合

作，途经三国的跨境运

输亚洲公路网推进成效

显 著 。这些合作成果充

分体现中俄蒙三方合作具

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

韧性。

中蒙山水相连，互为重

要友好邻邦。中方始终把

中蒙关系摆在周边外交重

要位置。中蒙关系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两国各领域

交流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两

国民心愈加贴近。蒙方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

国内政。

中蒙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不断丰富双边关系内涵。

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分别同来华出

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蒙

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会见

并达成重要共识，为双边

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对蒙古国进行正

式友好访问，就双边关系

发展、立法机构交流等达

成重要共识，两国战略互

信进一步深化。

中蒙经贸合作持续发

展，双边贸易额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逆势增

长。中方积极加强“一带

一路”倡议同“草原之

路”倡议对接，推进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支持蒙

古国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蒙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推进经贸、铁

路、环境等各领域务实合

作。2021年，两国贸易额

首次突破100亿美元。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

国政府和人民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树立了抗疫合

作典范。中方积极照顾蒙

方关切，向蒙方提供多批

抗疫物资，并协调解决蒙

古国矿产品输华、燃油及

生活必需物资进口等关乎

国计民生的蒙方重大关

切，积极推动中方优买贷

款和援助项目落地落实，

推进两国大项目合作，惠

及当地民生，助力蒙古国经

济社会发展。呼日勒苏赫总

统感谢中方为蒙古国提供

抗疫援助，为保护蒙古国

人民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中蒙是金不换的好邻

居、同甘苦的好兄弟、共患

难的好伙伴。中方愿秉持亲

诚惠容理念，同蒙方一道弘

扬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

作，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迈上新台阶。

（作者为中国驻蒙古国

大使。来源：人民网－

人民日报）

弘扬传统友谊 拓展互利合作 文/柴文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意义 文/何得桂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全新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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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说，英国政府正
在采取具体措施增加本土
能源供应，减少对进口能
源依赖，并探索提高国内
能源安全的“所有可能方
案”。为此需要“采取一
切手段”增加英国石油和
天然气产量，包括颁发新
的油气许可证并进行页岩
气开采。

根据这份公告，新一轮
油气许可预计将于今年10月
上旬由北海过渡管理局启
动，预计将发放超过100个
新的许可证，允许开发商
在许可范围内寻找具有商
业可行性的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但进行钻探、基础
设施建设等活动仍需获得监
管部门批准。公告还说，
在获得当地支持情况下，
英国政府未来将考虑批准
水力压裂作业许可申请。

国际上开采页岩气和
页岩油主要使用水力压裂
技术。英国于2019年11
月颁布水力压裂技术禁
令。当时的一份分析报告
认为，目前技术还不能准
确预测与水力压裂作业相
关的地震风险。

英国政府的最新决定
引发不少争议。英国格兰
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阿贾伊·甘
比尔博士说，在气候面临
危机情况下取消水力压裂
技术禁令“看上去特别不
合时宜，就碳预算（即为
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
控温目标允许排放的二氧
化碳量的上限）而言，我
们几乎没剩下什么了，因

此已没有更多空间寻求新
的化石燃料来源了”。

甘比尔表示，该决定与
英国本届政府和其他国家
政府的气候目标不一致，
并且没有考虑到水力压裂
作业在英国并不普及的限
制，以及潜在的地震风险
和对当地环境影响等。

【中新网】据外媒报
道，当地时间9月22日，
美 国 劳 工 部 监 察 长 办
公室发布报告称，新冠
期间，诈骗犯可能通过
美国的失业保险计划骗
取约 4 5 6 亿 美 元 ( 约 合
3235. 0 9亿元人民币)，
远远高于一年前约160亿
美元的预估额。

据《华盛顿邮报》报
道，为骗取资金，部分嫌
犯使用超过20 . 5万个属
于死者的社会安全号码，
并依靠难以追踪的电子邮
件同时在多个州提交数十
亿美元的失业申请。还
有嫌犯利用没有资格获
得援助的囚犯身份获取
利益。

监察长办公室官员警告
称，他们目前的统计可能
仍不完整，因为无法从司
法部获得更多更新的囚犯

数据，因此只能将报告重
点放在“高风险”地区。

监察长办公室表示，
自疫情暴发以来，他们已
展开约19万起与失业保险
欺诈有关的调查。联邦
政府目前已起诉10 0 0名
涉及失业救济金犯罪的
嫌犯。

据相关报告显示，美国
过去两年与疫情经济刺激
法案相关的诈骗案件数量
激增。另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9月20日，美国
司法部指控明尼苏达州的
48人利用新冠疫情，从一
项为贫困儿童提供膳食的
联邦纾困计划中骗取2.5
亿美元。

美国媒体分析称，这表
明美国应对疫情的大规模
经济刺激计划在实施过程
中缺乏透明度与监管，
许多资金被错误分配。

【韩联社】韩国电力
公社9月23日表示，其
承建的阿联酋巴拉卡核
电站三号机组已于当地
时间22日首次达到临界
状态。

核 电 机 组 临 界 是 指
反 应 堆 开 始处于带核
平衡运作的状态，意味
着机组启动稳定运行。
韩国电力公社与阿联酋
核能公司(E N E C )合作
方今年6月获得三号机
组运营许可，并在装料
后 完 成 试 运 行 试 验 ，
机 组 当 天 首 次 达 到 临
界状态。该机组之后将
接入阿 联 酋 电 网 并 分

阶 段 进 行 功 率 提 升 试
验 、 性 能 测 试 ， 预 计
明 年 上 半 年 可 投 入 商
业运营。

韩 国 电 力 公 社 表
示，三号机组投入商业
运营后可为阿联酋电网
提供1 4 0 0兆瓦的清洁
电能。

巴 拉 卡 核 电 站 位 于
阿布扎比以西270公里
的巴拉卡地区，由4个
韩式新一代APR1400机
组构成，总装机量将达
5600兆瓦。韩国电力公
社于2009年12月承揽该
项目，后于2012年7月
动工。

疫情期间美国诈骗犯

或利用失业保险骗取456亿美元

【盖世汽车网】特斯拉
将在美国召回近110万辆汽
车，主要是因为车窗自动升
降系统在检测到障碍物后可
能无法做出正确反应，从而
增加了受伤的风险。

此次召回影响的车型包括
2017至2022款Model 3、2020
至2021款Model Y以及2021至
2022款Model S和Model X。
特斯拉对美国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局（NHTSA）表
示，将对车窗自动升降系统

进行OTA更新。特斯拉表
示，未收到任何有关该问题
的保修索赔、撞车、受伤或
死亡报告。

NHTSA表示，如果没有
适当的自动升降系统，车
窗关闭的时候若正好司机
或乘客的手在上面，可能
会被挤压到，从而增加受
伤的风险。因此，这些车
辆不符合联邦机动车电动
车窗安全标准的要求。

特斯拉透露，在8月份的

产品测试中，员工发现车
窗自动升降系统的性能“
在挤压检测的响应方面不
及预期”。经过大量的额
外测试，特斯拉确定车窗
的“夹点检测”和收放性
能不符合自动升降系统的
要求。

特斯拉表示，从9月13日
开始，在生产和预交付阶
段的车辆收到了一个软件更
新，将电动车窗升降系统按
照标准设置。特斯拉表示，

软件更新“增强了车辆自动
车窗升降系统行为的校准能
力”。该报道一出，特斯拉
股价在9月22日下午的交易
中下跌了3.5%。

不过，特斯拉首席执行
官马斯克22日在推特上批评
了将此次软件更新描述为“
召回”的说法，“这个术语
已经过时和不准确了，这是
一个小小的无线软件更新。
据我们所知，没有人因为此
问题受伤”。

特斯拉在美国召回110万辆车 升级车窗自动升降系统

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三号机组

明年上半年可投入商业运营

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三号机组。

英国取消水力压裂技术禁令 

支持新一轮油气许可

这是2022年3月10日在英国贝辛斯托克拍摄的一家加
油站。英国政府3月8日宣布，将在年底前停止从俄进
口石油及石油产品。

【新华社】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

部22日发布公告称，为加强英国的能源

安全，英国政府当天正式解除页岩气生产

禁令，并确认支持新一轮石油和天然气许

可。这意味着英国2019年11月以来实施

的水力压裂技术禁令被取消。

【中新社】综合消息：
叙利亚卫生部当地时间22
日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黎
巴嫩驶出的移民船在叙利
亚西部塔尔图斯市附近海
域沉没，截至当天已造成
34人丧生。

声明显示，涉事船只
本月20日从黎巴嫩北部地

区出发，载有120名到150
名移民，其中包括黎巴嫩
和叙利亚等国公民。船难
发生至今已有20人获救，
均已被送往塔尔图斯市接
受治疗。半岛电视台报道
称，受海域天气条件影
响，搜救工作面临着较大
困难，伤亡人数仍可能继

续上涨。
另据美联社报道，黎巴

嫩官方22日发布消息称，
黎巴嫩海军在该国领海成
功救援了一艘载有55名移
民的故障船只。

据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报
道，总人口约607万的黎
巴嫩目前收容了约150万

名叙利亚难民和近1.4万
名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
但因新冠疫情、20 2 0年
贝鲁特港口爆炸事故等因
素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该
国八成以上人口难以负担
食物与药品，许多难民也
因此选择离开黎巴嫩前往
其他国家。

叙利亚海域移民船沉没事故已致34人丧生

【海外网】据美国广播
公司9月22日报道，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
据显示，自2022年年初以

来，美国已有22.5万人死
于新冠病毒。美国疾控中
心主任瓦伦斯基接受采访
时也表示，美国的新冠死
亡率依然过高。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显示，在过去7天，美国
近2500人死于新冠病毒，
现在每天仍有超过350例
新冠死亡病例。瓦伦斯基
2 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每天仍有数百人死于
新冠病毒，死亡率仍然
过高，“在我看来，每天
350人这一死亡人数还是
太多了。”

进入秋季以来，美国一
些地区采集的废水数据表

明，采样中新冠病毒的百分
比略有上升。目前已有几十
个州关闭了公共检测站点，
导致更多人在家里进行新冠
检测。而由于大多数美国人
不会向当地政府报告检测结
果，因此专家认为，美国的
实际新冠感染数字可能被严
重低估。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的助理教授茱莉亚·芮
福曼早前接受美媒采访时
称：“我仍然非常担心美
国没有为应对新的变异病
毒激增做好准备。美国未
来可能会有很高的新冠累
计死亡人数。我们现在还
没有准备好。”

美国今年已有22.5万人死于新冠 疾控中心主任称死亡率仍过高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处新冠检测现场。

【盖世汽车网】丰田汽
车公司表示，由于半导体短
缺，该公司计划10月份在全
球生产约80万辆汽车，比该
公司以往的月平均产量计划
少约10万辆。根据丰田10月
份的生产计划，丰田在日本
国内7家工厂的10条生产线
下个月将停产至多12天。

上个月，这家全球销量最
大的汽车制造商还表示，计

划在9月至11月期间每月生
产约90万辆汽车。现在该公
司预计，从10月到12月，平
均每月生产约85万辆汽车。
不过，丰田仍坚持在截至
2023年3月的本财年在全球
生产970万辆汽车的目标。

当 天 ， 本 田 汽 车 也 表
示，由于持续的供应链和物
流问题，10月初将把日本
两家工厂的汽车产量削减至

多40%。具体说来，本田
在日本西部铃鹿工厂的两条
生产线将在10月初减产约
40%，而位于东京北部埼玉
县的装配厂也将在10月初
减产约30%。

本田还表示，将在本月剩
余的时间将埼玉和铃鹿工厂
的汽车产量分别削减约40%
和约20%。此次减产将影响
多种车型，包括Veze l运动

型多用途车、Stepwgn小型
厢式车和思域紧凑型轿车。

此前，日本汽车制造商
普遍预计在本财年（截至
明年3月）下半财年增加产
量，以弥补上半财年因芯
片持续短缺和供应链中断
造成的产量缺口，但丰田
本田最新的减产计划进一
步证明，下半年增产的计
划可能面临挑战。

因零部件短缺 丰田本田10月份将进一步减产

【中新网】据23日报道，由于澳

大利亚第二大电信供应商Optus遭

到大规模黑客攻击，近1000万澳电

信用户的敏感信息可能已经泄露。

Optus表示，这次攻击获取了多

达980万用户的信息。被黑客访问

的数据包括客户的姓名、生日、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以及部

分身份证件号码。

不过，Optus称客户的密码和银行

信息等并未泄露。目前尚不清楚黑客

攻击的目的，也没有收到任何赎金要

求，警方和澳政府正在进行调查。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发出警告称，受影响的客户可能面

临着身份被盗用的风险，“Optus

的客户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

所有账户，特别是银行和金融账

户。还应当留意帐户异常活动，

并对诈骗者的联络提高警惕”。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遭黑客攻击 近1000万用户信息或被泄露

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Optus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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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名家

全民健身

热身五分钟润滑关节 强度时高时低更燃脂

初练椭圆机，间歇训练佳
受访专家：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 苟 波

本报记者 牛雨蕾

中医七法驱除癌毒
受访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刘伟胜

本报特约记者 李柳宁

中医养生

大黄芦荟泻下通便 不分体质损伤正气

中药减肥茶莫乱用
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 赵明月 

□主任药师 陈占功

自小结缘，仁心仁术
1937年，刘伟胜出生于

广东兴宁。父亲是个小知
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家里
就存放了不少中医古籍，
刘伟胜小时候时常去翻一
翻。“可能是这种无意识
的习惯，让我逐渐对中医
产生了兴趣”，刘伟胜回
忆起从医初衷说道。建国
后的第二届高考，刘伟胜
顺利考上广州中医学院(现
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

19 6 3年，刘伟胜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湖南中医药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68
年回广州，到广州医学院
呼吸疾病研究所，与钟南
山院士等一起进行“新
医科”的建设和研究工
作。19 8 5年来到广东省
中医院，5年后医院组建
肿瘤科，他作为访问学者
到美国进修，回国后负责
成立肿瘤科。刘伟胜勇挑
大梁，在医疗设备相对落
后、配套设施不全的情况
下，克服困难，提出中西
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思路，
迅速开展肿瘤科的各项工
作，填补了医院的空白。
现在的广东省中医院肿瘤
科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专
科。

肿瘤病人是病人中的特
殊群体，承受了躯体和心
理上的双重折磨。对于肿
瘤病人而言，不但需要精
湛的医术，更需要心灵上

的呵护。刘伟胜常说，“
有些患者对抗疾病的信心
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和他们交流时笑得和蔼
一点，把病情解释得清楚
一点，回答疑问时耐心一
点，病人有什么困难力所
能及帮助一点，这些对我
个人而言，只不过是多花
点时间和精力而已，而对
病人而言，换回的可能就
是健康乃至生命”。

癌毒是各种致病因素的
长期刺激

“肿瘤不是一个局部性
的疾病，而是一种全身性
疾病。”刘伟胜认为，正
虚是肿瘤发生的根本。

《医宗必读》提出：“
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
后邪气居之。”明代医家
张景岳认为：“凡脾肾不
足，及虚弱失调之人，
多有积聚之病。盖脾虚则
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
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
居之。”现代人经常熬
夜、生活习惯不良、饮食
不节制、情绪大起大落，
都会损伤“正气”，导致
免疫力下降，成为肿瘤发
生的内因。

癌毒是由各种致病因
素长期刺激，互相作用，
机体阴阳失调，致使气滞
血瘀，热结痰凝，病理产
物聚结，日久则发生质的
改变所产生。癌毒包括痰
毒、热毒、瘀毒等。现代

研究认为，吸烟是肺癌的
重要危险因素，爱吃肥
腻厚味、酗酒，或误食不
洁、霉变食物，忧思劳累
等都是导致消化道肿瘤高
发的因素。

《活法机要》提出：“
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
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
时有感，皆能成积。”癌
毒肆虐，失去控制异常
增生，大量消耗机体营养
物质，脏腑功能衰弱，阴
阳气血亏虚，则使其本
虚;而肿块的存在及其浸
润压迫等，有形实邪为标
实，故本虚标实是恶性肿
瘤的基本病理基础。“中
医中药的作用在于调动机
体的一切潜能参与对肿瘤
的调控，或及时纠正调
控中的太过与不及，为机
体对肿瘤的控制动能重新
建立提供条件”，刘伟胜
表示，根据致癌瘤之毒的
特异性、正虚邪实的病机
特点，以扶正祛邪为治疗
原则，尤其强调扶正的作
用，以纠正失衡的体内状
态，从而调动人体的抗病
能力。

留意小处病痛早发现
很多肿瘤病人，起病时

症状并不典型，刘伟胜在
诊断中比较注重留意小处
病痛，尽量做到早诊断早
治疗。

关节痛或杵状指。有
的病人是关节痛和杵状指

每年4月15日~21日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世界卫生组织

曾指出，癌症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大致死顽疾，人们对它的畏惧

始终存在。2018年全球有1800万例新发的癌症，死亡率达到

50%以上。作为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很

高。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

392.9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5个人确诊为癌症，恶性肿瘤死亡

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面对可怕的肿瘤，能否在它到来

之前发现蛛丝马迹，在早中晚期又有哪些“驱瘤”方法?本期，

《生命时报》特邀85岁的广东省名中医、从事肿瘤临床工作60

多年的广东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伟胜教授详细解答。

(习称鼓锤指)来就诊，
之前当做风湿治疗，一直
都不能治愈。刘伟胜遇到
这样的情况，就会顺带询
问病人，有没有咳嗽、气
喘、血痰或者胸闷，病人
要是说有，那就不能掉
以轻心，必须进行癌症检
查。因为关节痛和杵状指
是肺癌的症状之一，部分
肺癌患者会出现肺癌性
骨关节病，对于这部分患
者，经过肺癌的治疗后，
关节痛和杵状指也会缓
解。

头面部浮肿。有的病人
是头面浮肿来就诊，用过
利尿消肿的方法，效果不
理想。刘伟胜遇到这样的
情况，会询问病人，有没
有咳嗽、气喘、胸痛、头
晕脑涨等情况，如果有，
一定要重视，必须进行癌
症检查，检查胸部CT等明
确原因。因为部分肺癌和
纵隔肿瘤患者会出现上腔
静脉综合征，这些病人会
表现为头颈和上肢肿胀。

贫血。有的患者会因
为贫血就诊，经常觉得疲
劳、面色苍白，血检发现
是贫血，经过常规的补血
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刘
伟胜遇到这样的情况，会
问患者大便颜色，如果有
黑便，且伴有上腹胀满或
胃痛时，就要警惕胃癌的
可能，会建议患者进行胃
镜和腹盆腔CT等检查。

痔疮发作。有些患者经
常出现大便带血的情况，
以为是痔疮发作，用了痔
疮药物后还是反复出血。
刘伟胜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问大便有没有黏液，排
便时有没有下坠感，大便
次数是否增多，有没有发
现大便变细等，如果出现
这些症状，就要警惕肠癌
的可能，要及时进行肠镜
和腹盆腔CT等检查。

治疗肿瘤七法则
6 0多年的临床工作，

刘伟胜尤其擅长治疗呼吸
和消化道肿瘤，在防治方
面，他有“治疗肿瘤七
法”。

扶正培本法。本法源
于《黄帝内经》中的“虚
则补之”。肿瘤患者中绝
大多数属本虚标实，故治

之大法应为扶正培本、抗
癌祛邪。扶正培本法包括
补气养血、健脾益胃、补
肾益精等，在肿瘤防治中
应用广泛，效果较好，目
的在于增强机体抗病、防
病及适应能力。常用中药
有：人参、党参、黄芪、
黄精、白术、淮山、熟
地、天冬、麦冬、沙参、
女贞子、补骨脂、巴戟天
等。

理气活血法。肿瘤的
发病原因多与气滞和血瘀
有关，气机不畅，则津、
液、血运行代谢障碍，积
而成块，历代医家多认为
积症、石瘕、痞癖及肚腹
结块等皆与瘀相关，所以
理气活血法是肿瘤防治的
重要大法之一。常用理
气活血药物有：柴胡、木
香、陈皮、青皮、枳壳、
枳实、砂仁、延胡索、桃
仁等。

清热解毒法。恶性肿瘤
的中晚期阶段，患者常有
发热、肿块增大、局部灼
热、疼痛、口渴、便秘、
舌红苔黄等症，均属于邪
热瘀毒症候，当以清热解
毒法治疗。清热解毒药可
控制和消除肿瘤及其周围
组织的炎症和水肿，起到
一定程度的控制肿瘤发展
作用，同时清热解毒药又
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为
肿瘤防治常用的治法。常
用药物有：白花蛇舌草、
半枝莲、金银花、黄芩、
七叶一枝花、紫花地丁、
连翘等。

软坚散结法。肿瘤多为
有形之肿块，中医肿瘤之
命名如乳岩、肾岩、石瘕
等，说明其有坚硬之意，
经曰：“坚者削之”“结
者散之”。软坚散结法常
在扶正培本和攻逐邪气时
兼顾使用，可增强治疗肿
瘤效果。常用药物有：鳖
甲、莪术、地龙、牡蛎、
土鳖、瓜萎、海藻、昆
布、山慈菇、浙贝、猫爪
草等。

以毒攻毒法。肿瘤的发
生是脏腑功能失调、蓄毒
淤积体内导致，“痈疽痰肿
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
不流则生矣。”治疗肿瘤常
用“以毒攻毒法”。某些

具有毒性的药物有抗癌抑
癌功效，在正气尚未衰竭
而能耐攻的情况下，可借
其毒性以抗癌。常用的以
毒攻毒药物有：斑蝥(读音
为máo)、蜈蚣、全蝎、水
蛭、守宫等。

化痰祛湿法。痰、湿
两者均为人体患病的病因
之一，许多肿瘤都是由痰
湿凝聚所致，治疗当以化
痰祛湿为主。化痰祛湿法
为肿瘤常用治法之一，又
常与理气、清热、软坚、
通络、健脾、利水等法相
结合应用。常用的化痰祛
湿药物有：瓜萎、半夏、
山慈菇、象贝母、苍术、
泽泻、茯苓、藿香、佩兰
等。

养阴清热法。热毒易损
伤阴液，所以阴虚内热为
肿瘤常见的病因病理之一，
养阴清热法对缓解肿瘤放化
疗引起的毒副作用有较好效
果。常用养阴清热药有太子
参、麦冬、生地、玉竹、沙
参、知母等。

两个常用康复方
肿瘤患者术后会出现很

多并发症，这时会选择中
医药调理帮助康复、改善
生活质量。刘伟胜在临床
中常用两个方子，有需要
的人群可在医生指导下辨
证体质选用。

1 .放疗期间服用的汤
方：鲜鱼腥草50克、鲜臭
草50克、绿豆50克、大米
50克煎服，每日一次。此
方可以减少放疗的毒副反
应。

2 .化疗骨髓抑制可以
服用的汤方：鹿茸5克、
红参1 0克，炖服，每日
一次，早上空腹服。适用
于化疗后如白细胞、红细
胞、血小板下降。▲

椭圆机，又称为“太
空漫步机”，是十分受健
身人群欢迎的健身器械之
一。西安体育学院运动
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苟波
说，椭圆机老少皆宜，初
学者要想科学、高效利用
椭圆机，达到良好的锻炼
效果，要设定好坡度、速
度、阻力等。

探索坡度、速度。第
一次使用椭圆机时，可
先任意设置一个坡度逐
步探索，找到自己保持步
幅的同时，可以正常和别
人对话，且不觉得呼吸
困难的坡度和速度。此时
的RPE(自感运动强度评
估，如表)为10。

增加阻力。新手从低
档开始适应后循序渐进
增加阻力，但不能刻意
追求大阻力。调整阻力
时，应找到一个可控制的
强度，太轻松和吃力都不
可取。每周至少进行一次
增加阻力的训练，但不能
超过10%的运动负荷，
且运动过程中心率控制

在最大值(220-年龄)的
60%~80%即可。如果不
方便测心率，连续踩5分
钟不会太累的阻力就是合
适的。

运动时间。初学者建
议每周运动2~3次，每天
15~20分钟即可，然后慢
慢提升到每周5次，每次
30分钟。不要盲目追求
高频训练，否则不但效果
打折扣，还会诱发运动损
伤，影响工作和生活状
态。

注意事项。每周训练
日中间应有一个休息日，
让身体有足够时间恢复。
运动过程中注意动作规
范，尽量使用臀部、髋关
节，即臀大肌发力，而不
是脚掌发力;双脚踏实脚
踏板，若长时间踮脚尖运
动会损伤膝盖。还要充分
热身。

此外，初学者使用椭
圆机时最好采用间歇训练
方式，具体如下：

热身。首先进行5分钟
热身，有助于润滑关节，

增加流向肌肉的血液量。
此时RPE为10。

挑战。热身后可增加
坡度或速度，逐步将RPE
提升至13~14，即感觉开
始吃力了，并在此状态保
持两分钟较高强度训练。

恢复。将RPE降低为10
，进行3分钟恢复，以降
低心率、控制呼吸，为再
次高心率训练做准备。

重复。接下来多次重
复进行挑战和恢复，两者
时间比可保持在1：1。即
做2分钟训练，至少花2分
钟让身体恢复。如果跳过
休息时间或将其缩短，可
能对身体造成额外压力，
从而增加受伤几率。

冷身。训练结束前，
需进行5分钟冷身，以
保证身体恢复。此时RPE
应为7~8，即觉得非常轻
松。

苟 波 提 醒 ， 身 体 欠
佳、有疾病的人首先要做
一个健康评估，确认身体
能承受的运动负荷，再通
过椭圆机健身。尤其是有

心脏病、高血压的患者，
一定要让医生评估一下，
充分了解自身的运动安全
界限，并设置个体化的运
动方案，包括每次练多长
时间、阻力多大等。▲

“四月不减肥，五月徒
伤悲”，天气越来越热，
身上的赘肉快要遮不住了，
于是，很多人开始靠喝减肥
茶控制体重，尤其是中药减
肥茶备受追捧。有些患者
经常在门诊中问到“这种方
式有效吗，会不会影响身体
健康?”其实，目前市面上
销售的中药减肥茶，主要成
分无外乎番泻叶、大黄、芦
荟、决明子等，这些药物确
实有一定泻下通便的功效，
但不宜久服，更不能不分体
质乱用。

番泻叶。为豆科植物
狭叶番泻或尖叶番泻的干
燥小叶，味微苦，具有泻
下、通便、利水之功。番
泻叶含有番泻苷、芦荟大
黄素、大黄酸、山柰酚等
成分，易引起腹泻，长期
服用还会导致恶心、呕
吐、腹痛，不适用体虚、
脾胃虚弱者服用。

大黄。大黄药性苦寒，
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
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
的功效，尤其是泻下作用
较强，能荡涤肠胃。有利

就有弊，作为峻烈攻下之
品，大黄易伤人体正气，
不宜妄用。平时身体虚寒
者，最好禁用。

芦荟。芦荟药性也比
较苦寒，有泻下通便、清
肝、杀虫的功效。肝脏有
病、有热者，芦荟是不二
之选。但中医认为，芦荟
主消不主补，部分人群服
用后会引起呕吐、剧烈腹
痛、腹泻等。

决明子。决明子药性苦
寒，具有清热明目、润肠
通便的功效，但若长期过
量服用，易致肠道病变，
引发药物性肠炎。

想要减肥的人，推荐给
大家一个经济实惠、安全有
效的中药——玉米须。中医
认为，玉米须药性甘平，可
利水消肿、利湿退黄，对于
改善肥胖十分有效。平时用
玉米须冲泡代茶饮，口感甘
香，还可控制体重，尤其适
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等“三高”人群。其制作
方法特别简单，取10克玉米
须，加水煮开后待用，喝时
加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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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华侨大学一批赴
英国、日本交流学习的
学生陆续出发，他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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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就读硕士双学位，
或是免学费出境访学交
流一年。据统计，本学
期共有18个学院的46名
同学赴英国、美国、日
本及中国澳门等地区的
各大高校开始交流学习。

这是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流行以来，华侨大学坚
持大力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的一个缩影。作为一所面
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办学
的高等学府，十年来，华
侨大学始终坚持扩大对外
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秉
承“为侨服务，传播中
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
彻“会通中外，并育德
才”的办学理念，努力服
务国家侨务与公共外交工
作，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

境外合作伙伴更加多

元。2012年以来，与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3个
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政
府部门共计签署协议198
份。探索与“金砖+”各
国的高校建立联系，如首
次与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
学、巴基斯坦迈赫兰工程
技术大学签约，推进与俄
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人民
友谊大学，印度拉贾格里
社会科学院，巴西戈亚斯
联邦大学等金砖国家高校
建立联系，为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更 加
主动。深入开展、加强
与境外的学术交流和文
明对话，积极参与并举
办国际性学术会议，鼓
励专家学者、学生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打造具
有区域影响力的品牌性
国际会议，如“中泰战
略研讨会”“海外华人
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
际会议”“I E E E图像、
视觉和计算国际学术会
议”“化学工程、环境

工程、生物工程与转化
医学国际研讨会”等，
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人
文交流，促进科研进步
和民心相通。十年来举
办国际会议138场，邀请
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0余名境外专家与
会，预计2022年还将举
办10场，预计吸引约200
人次境外专家参会。

海 外 引 智 工 作 稳 住
基本盘。十年来，华侨
大 学 引 智 工 作 取 得 有
效进展，长短期外籍专
家、教师聘请人次逐年
增加，获国家外专局资
助逐年增加，来源国别
更加多元，高层次教学
科研类境外专家比例逐
年提升。疫情前，每年
引进长期境外教师近70
人次，短期境外专家讲
座、授课达每年近300人
次，较十年前数据翻了
一番。疫情暴发后，华
侨大学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鼓励线上交流，稳
住基本盘，每年引进长

期境外教师60余人次，
短期境外专家讲座、授
课近百人次。

学生境外交流实现全
覆盖。建成“联合培养、
学分交流、假期研学”三
大学生对外交流体系，深
耕细作学生交流品牌——
中美121、华侨大学-英
国名校双硕士项目等联合
培养项目，不断丰富免学
费学分交换项目，引入在
线科研、课题研究、学术
能力提升、专业主题研学
等线上项目，新增包含英
国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
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
项目。截止2022年秋季学
期，学生交流项目覆盖亚
洲、欧洲、美洲、澳洲等
19个国家和地区的78所国
外合作机构，双向交流人
数达4700余人次。2021-
2022学年，交流生已实现
覆盖学校26个学院。

国际组织实习实现零
突破。依托教育部中外
人文交流中心“高层次

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
践项目”基地平台，借
助国际组织远程实习学
生交流项目，着力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及全球竞
争力的人才。共组织“
全球治理项目”课程三
期、教师发展培训课程
两期，推荐学生参与国
际组织实习项目取得重
要突破，目前16名学生
已完成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线上实习。

生动讲好中国故事有
力量。推动校地合作创新
交流品牌，华侨大学与厦
门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
合主办“睦友乐相知”文
化交流项目，用国际语言
讲好中国故事。自2021
年项目实施以来，吸引来
自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14个国家近
600名外国政府官员、合
作大学师生和当地居民参
与，向海外友人多角度、
立体化地介绍中国，促进
互信互学互鉴，推动合作
共赢。华侨大学与中国外
文局翻译资格考试中心共
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基
地”平台，着力培养“外
语+国际传播”复合型人
才，并于2022年承办首
届CATTI杯翻译大赛外籍
组赛事，共吸引8万余名
中外翻译爱好者线上参
加。2022年春季泉州疫
情暴发期间，华侨大学俄
罗斯籍教授Sergei、日本
籍教师五十嵐桃子积极发
声，从外国亲历者的视角
讲述中国抗疫故事，传播
正能量。

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显
进展。连续数年举办“

一带一路”人才发展项
目“贸易畅通”高级研修
班等，促进“一带一路”
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协
同增效，助力打造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近年
来，华侨大学成功入选厦
门金砖创新基地智库合作
联盟、金砖示范单位（项
目）、金砖国家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产业
创新联盟首届理事成员单
位，参加2022金砖国家工
业创新大赛决赛并获优秀
项目奖，发挥学校优势助
力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华
侨大学连续十一年出版《
华侨华人蓝皮书》，海上
丝绸之路研究院入选国家
发改委“一带一路”最具
影响力高校智库、中国社
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一带
一路”研究特色智库；泰
国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国
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马来
西亚研究中心入选国家民
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
域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
究院、城市建设与经济发
展研究院入选福建省重点
智库。

外事服务信息化建设见
成效。做好整体设计，完
善配套子系统，协同学校
多部门共同打造外事综合
管理系统，实现因公出国
（境）、外宾公务接待、
学生交流项目、境外专家
服务、涉外会议、国际化
绩效考核、合作协议等业
务的线上办理，进一步理
顺工作机制，提高外事管
理服务的水平与能力。

（华侨大学供稿）

《喜迎二十大·华大这十年》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华侨大学与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共建“国
际传播人才培养基地”

【本报H e r m a w a n报
道】雅加达Ciputra Mall
作为一个不断更新并希
望始终紧跟潮流的购物
中心，于本月21日至10
月 2日，在该商场A r e a 
Center Court LG楼举办一
场题为“时尚与美丽”的
活动。该活动的举办，旨
在满足时尚达人的生活方
式需求。

时 尚 和 美 丽 是 不 能
分开的两件事。Cipu t r a 
Mall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
深知当今的城市社区，
尤其是女性，非常关注容
貌和美容护理。 从女性
高管、家庭主妇到还在
上学的人，FASHION & 
BEAUTY 满足了那些总是
想在任何场合都展现出最
佳状态的人的需求。

此次时装秀由时尚编
舞家 Edward Handoko 精
心包装，并邀请16 个时装
租户合作，包括Giordano,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 
The Executive, Osella, 
Color Box, J.Rep, White 
Mode, Eprise, Manzone, 
Minimal, Salt and Pepper, 
MOC, X8, MKY, Chlorine 
dan Avenue。这也是租户

推广其产品的良好机会。
此 外 ， 该 活 动 还 举

办了有关时尚和美容的
脱口秀和教育，例如：
化妆演示、美容与健康
脱口秀、尊巴舞课、美
容脱口秀、Wardah 租
户提供的产品、S k i n +
、 D e r m i e s 、 H a p p y 
D e n t a l 、 G o l d s 
Gym、Somethinc， 以及来

自 Ciputra Mall Jakarta 线舞
社区的 Line Dance 表演。

据Ciputra Mall 总经理 
Ferry Irianto 表示，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可以呈现
各种可供参观者享受的时
尚和美容选择，同时进
一步介绍已加入 Ciputra 
Mall Jakarta 的租户。
他说，这是该商场管理层
的努力，旨在为租户，当

然也为忠实的访客做出贡
献。 因此请各方保持积
极乐观的态度，相信疫情
很快就会结束。

Fer ry补充说，希望该
商场所呈现的项目能够
对忠实的租户和客户们
有用和享受，并始终使 
Ciputra Mall Jakarta 成
为与家人一起购物和娱乐
的首选购物中心。

雅加达Ciputra Mall商场举办

题为“时尚与美丽”时装秀表演

多名模特儿走秀一景。 设计师 Amot Syamsuri Muda（左）与主持人（MC）Pricillia（右）。 Ciputra Mall 总经理 Ferry Irianto （中），与客户观看时装秀。

中泰战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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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表示，这几年，
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
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
的现实被漠视，合作共
赢的历史被歪曲，对话
沟通的渠道被堵塞，所
谓的“战略竞争”正在
以危险的方式定义、影
响中美关系，给两国人
民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
来巨大的变数。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
统都认为中美关系只能
搞好不能搞坏，都认为
中美不应该冲突对抗，
都主张两国加强交流合
作。世人都期待美方能
把拜登总统“四不一无
意”重要表态真正落实
在行动上。但美方炮制
莫须有的“民主对抗威
权”叙事，把中国定义

为“最主要对手”和“
最严峻长期挑战”，执
意允许众议长访台，持
续对华贸易战，在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和发展权
益问题上不断挑衅，似
乎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
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
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

王毅说，根本症结
还是美方对中国、对世
界、对自己的认知出了
偏差。无论是挑动“全
面对抗”，还是鼓吹“
战略竞争”，都偏离了
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
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
价也将是高昂的。美国
如果沿着零和博弈的思
维处理中美关系，继续
用“政治正确”来误导
对华政策，不仅解决不

了自身的问题，还会使
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
的终点。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
席指明了中美的正确相
处之道，即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三项原则是审视中美
关系半个多世纪风云跌
宕得出的重要论断，也
是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彼
此交往的正确之道。

王毅表示，没有尊
重，就谈不上信任；没有
信任，也谈不上真正的合
作。这是中美交往积累
的重要经验，也是双边
关系重回正轨的基本前
提。中国不会成为另一
个美国，美国也无法按
自己的好恶改变中国，
双方谁也打倒不了谁，
需要尊重彼此的选择。
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
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开
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
阔前景，为中国人民带
来真正的人权和民主。

王毅表示，伙伴还是
对手，合作还是对抗，
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
问题，不能犯颠覆性
错误。把中国当作假想
敌，形成所谓“威胁膨
胀”，是典型的过度焦
虑。用传统大国走过的

老路来预测中国，将形
成严重误判。模仿当年
对苏联的遏制来打压中
国，通过“印太战略”
等地缘游戏来围堵中
国，注定是徒劳的。

王毅表示，任何合作
都不可能建立在你输我赢
基础上。合作共赢正是中
美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真
实叙事，也是双方应当继
续争取的共同目标。事实
和数据充分说明，中美
人民的意愿是合作，中
美合作的动力是共赢。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
的最好选择，竞争绝不
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和主
流。竞争也要有边界，
更要讲公平。要进行良
性竞争，你追我赶，而
不是你死我活。双方可
以把合作清单拉得更长，
把合作蛋糕做得更大，实
现中美双赢和世界共赢。
美方不能一方面损害着中
方核心利益，一方面又要
求中方无条件合作。

王毅强调，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
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
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
系最重要的“护栏”。当
前，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
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
理不好，很可能对两国

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
响。一个中国原则已成
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美方对台湾是中
国一部分也有过明确承
诺。1971年联大第2758
号决议不仅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
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也完全封堵了在国际上
制造“两个中国”“一
中一台”的任何空间。

王毅表示，在美方的
插手和纵容下，“台独”
势力正在岛内滋生蔓延，
不断改变大陆台湾同属
一中的根本现状，抛弃
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
共识”，破坏两岸关系
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
面。“台独”这头破坏
力和危险性极强的“灰
犀牛”正在向我们冲来，
必须予以坚决阻止。制
止“台独”分裂，捍卫领
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
是中国依据国内法、国
际法行使的神圣权利。

王毅表示，习近平
主席指出，未来50年，
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
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
的相处之道。希望双方
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现实
的启迪，汇聚前行的力
量，共同探索构建新时
代的中美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
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安倍晋三葬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应日方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
万钢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葬礼。有记者提问，据日本官方
消息，中国将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出席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此访对中
日关系将有何影响？汪文斌表示，应日
方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将作为中
国政府代表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葬
礼。中日互为近邻，同为地区重要国家，
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新社）

中吉乌铁路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3日表

示，在中、吉、乌三方共同努力下，上
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中国
国家发改委、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
部、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围绕中吉乌铁
路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标志着中吉乌铁
路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当前，根据三
方商定的工作计划，中吉乌铁路项目正
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外业勘察工作，相关
工作于2022年8月2日正式启动，由中
铁第一勘察设计院180余名技术专家实
施。截至目前，重点方案线路调查及沿
线测绘已完成，地质勘探等其他各项工
作正在按既定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如进
展顺利，预计可于年底前完成外业勘察
工作，全部可研工作按计划将于2023年
6月底前完成。（中新社）

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开幕 
海内外千企万品云展销

第二十二届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农博会”）23日正式开幕。本届
农博会采用全线上的方式进行，北上广深
等16个省（区、市）42个市、县和1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千家企业万
种产品在云上农博会展销。本届农博会
以“展示创新成果，促进产销对接，叫
响农业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为宗旨，
以“绿色、智慧、创新、振兴”为主
题，共设置沈阳市综合板块、乡村振兴
板块、数字农业板块、绿色生态板块、
外埠特产板块、农民丰收节板块6个板
块。同时，在线上组织开幕式、优质特
色产品推介、采购商大会暨农超对接
项目签约等8个主题活动。（中新社）

中企蔚蓝锂芯
拟在马来西亚建设锂电池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蔚蓝锂芯”）23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
意在马来西亚进行锂电池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拟总投资2.8亿美元，新建10GWh圆
柱锂电池制造项目。公告称，此举旨在更
好服务海外客户，优化公司锂电池产业布
局。项目全部建成达成后，预计将大幅
增强公司海外客户产品供应保障能力，
为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奠定良好基础。
据介绍，上述项目由蔚蓝锂芯在马来西
亚新设全资子公司实施。本次项目投资
所需的资金，蔚蓝锂芯拟通过自筹资金
方式解决。（中新社）

中国A股周五下跌 沪指失守3100点
中国A股23日（周五）遇挫，主要股

指悉数下跌。具有代表性的上证指数当
天遭遇“三连跌”，失守3100点关口。
具体而言，截至当天收盘，上证指数报
3088点，跌幅0.66%，成交2856亿元
（人民币，下同）；深证成指报11006
点，跌幅0.97%，成交3820亿元；创业
板指报2303点，跌0.67%。川财证券分
析师张卓然表示，近期A股持续走低，
主要压力来自海外方面，近期美联储虽
然按照市场预期加息75个基点，但从美
联储声明来看，未来加息的压力依旧较
大，叠加俄乌冲突有升级迹象，全球资
本市场普遍走弱，对A股构成一定的风
险传递。（中新社）

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园启动运营
由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重

庆市江北区政府、新加坡阿朗斯投资集
团等多方共建的中新（重庆）跨境电商
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23日启动运
营。该产业园将依托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优势，进一步
深化中新两地经贸交流合作，打通“贸易
链、物流链、资金链”、联通“资金流、
信息流、物流、商流”，为重庆市跨境电
商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据介
绍，产业园选址在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
务区，规模约1.4万平方米，将建设跨境
电商线上综合服务、物流信息、金融服
务、支付、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全链条
服务平台，吸纳跨境电商企业入驻，推
动传统企业发展跨境电商或利用跨境电
商开展外贸业务，实现跨境电商和产业
聚集融合发展。（中新社）

王毅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
《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主旨演讲。

【中新社2 3日讯】当地时间9月2 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亚洲协会纽约总

部发表《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主旨演讲。

【中新社23日讯】
针对德国外长近日发表
声明谈及七国集团在台
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希望德方和其他七
国集团成员不仅明确承
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而且采取切实行动将一
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

有记者提问，据报

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22日发表声明称，七
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举行会谈，表示各方
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
状，G7成员在台湾问
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变
化，包括已阐明的“一
个中国政策”。发言人
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台湾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从未分割。这
就是台海现状，其核心
要义就是一个中国。试
图改变现状的不是中
方，恰恰是民进党当局
和助长“台独”分裂气
焰的外部干涉势力。

汪文斌强调，一个
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

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
越鲜明、有力，台海和
平就越有保障。我们希
望德方和其他七国集团
成员不仅明确承诺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而且采
取切实行动将一个中国
原则落到实处。

中方：望德方和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新社23日讯】当
地时间9月22日，中国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
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
席指出，各国主权、领土
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
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
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
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
力应该予以支持。这“四
个应该”是中方对乌克兰
问题的最权威阐述，也是中
方看待处理这一问题的根
本遵循。作为负责任大国
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从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
浇油，更不会趁机牟利。

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毅说，感谢乌政府
和人民为在乌中国人员特
别是留学生撤离提供的帮
助和关照，彰显了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今
年是中乌建交30周年，
中方愿以此为契机，规
划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
弘扬传统友谊，更好惠
及双方人民。

库列巴表示，乌重视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
响，期待中方为缓解当前
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乌愿
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话
谈判。乌方一贯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期待同中方加强在各领域
交流合作。

【中新社2 3日讯】
中国央行2 3日发布的
《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称，人民币国际
化各项指标总体向好，
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稳
步提升，投融资货币功
能进一步深化，储备货
币功能不断上升，计价
货币功能逐步增强。

报告指出，2021年以
来，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在上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延
续增长态势。2021年，银
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
额同比增长29.0%，人民
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
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
（人民币，下同）。

同时，环球银行金融
电信协会数据显示，人民
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
12月提高至2.7%，超过
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
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
提升至3.2%，创历史新
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
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
成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
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
储备中的占比达2.88%，
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
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时上

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
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
此外，2022年5月，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
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
（SDR）中权重由10.92%
上调至12.28%，反映出
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
提高的认可。

报告表示，实体经
济相关跨境人民币结算
量保持较快增长，大宗
商品、跨境电商等领域
成为新的增长点，跨
境双向投资活动持续活
跃。人民币汇率总体呈
现双向波动态势，市场
主体使用人民币规避汇
率风险的内生需求逐步

增长。人民币跨境投融
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
制度持续完善，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报告还表示，中国金
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人
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
持较高吸引力，证券投资
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总体
呈净流入态势。截至2021
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
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
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
计为10.83万亿元，同比
增长20.5%。离岸人民币
市场逐步回暖、交易更加
活跃。截至2021年末，主
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接
近1.50万亿元。

王毅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
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中国央行报告：

人民币国际化各项指标总体向好

人民币。

【中新社23日讯】中
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23日消息显示，丰田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近日向其备案了缺
陷汽车召回计划。

丰田汽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
要求，决定自2022年9
月28日起，召回生产日
期在2021年3月31日至
2022年4月26日期间的部
分进口雷克萨斯NX260
、NX350h、NX400h+汽
车，共计8308台。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LTA）的内部程序编写
不当，导致仅凭LTA控制
车辆转向时的转向角度修
正不足，当车辆通过弯道
时，可能达不到预期的辅
助修正效果，存在安全隐
患。丰田汽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还决定自2022
年9月28日起，召回生产
日期在2021年4月19日至
2022年7月15日期间的部
分进口雷克萨斯NX260汽
车，共计6491台。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制动执行器控制单元
（ECU）内电动驻车制动

系统（EPB）控制电脑电
源回路异常检测程序编写
不当，将回路中发生的短
暂应答延迟现象误认为是
异常，可能导致警告灯点
亮。此时，如已驻车则无
法解除驻车状态，如未驻
车则无法使用EPB进行驻
车，存在安全隐患。

丰田宣布召回上万台进口雷克萨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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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日本进行的
世锦赛和公开赛之后，国
羽全队回国，结束隔离之
后部分主力队员前往福建
晋江训练基地，备战年底
的大赛。

陈雨菲表示：“到晋
江三天了说几句请帮我搬
运，我是名运动员，职责
是努力训练创造成绩为国

争光，我希望大家能关注
赛场，为我加油。球场下我
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日常
和快乐，但我也只是一个
普通人，请不要想办法查
我的行程和航班以及其他
越界行为。我已经无法区
分谁是粉丝谁又不是，所
以这让我没能拒绝一些不
舒适的行为，如果是我的

好朋友请用行动告诉我、
尊重我和我的职业，也欢迎

在比赛训练集体活动时来看
我，感谢理解。”

【新浪体育2 3日讯】
由荷兰和波兰联合承办的

20 2 2年女排世锦赛今天
揭幕，中国女排将第1 5

次开启世锦赛征程。女排
世锦赛创办于19 5 2年，
中国队在19 5 6年首次参
赛，自1974年以来未再缺
席。18届比赛中国女排14
次出战，6次跻身三甲斩
获2金3银1铜。其中1982
年和1986年两夺世锦赛冠
军，1990年、1998年和
2014年三获亚军，2018年
世锦赛季军收官。

中国女排历届世锦赛成
绩如下：
1956年法国世锦赛 第6名

1962年前苏联世锦赛 第9名
1974年墨西哥世锦赛 第14名
1978年前苏联世锦赛 第6名
1982年秘鲁世锦赛 冠军
1986年捷克斯洛伐克世锦
赛 冠军
1990年中国世锦赛 亚军
1994年巴西世锦赛 第9名
1998年日本世锦赛 亚军
2002年德国世锦赛 第4名
2006年日本世锦赛 第5名
2010年日本世锦赛 第10名
2014年意大利世锦赛 亚军
2018年日本世锦赛 季军

【 网 易 体 育 2 3 日
讯】2022/23赛季欧国联
A4组第5轮进行角逐，其
中荷兰客场挑战波兰。上
半时，加克波推射破门为
荷兰首开纪录；下半时，
贝尔温打进一球帮助荷兰
扩大比分。全场比赛结
束，荷兰2-0完胜波兰。
本轮比赛过后，荷兰4胜
1平继续保持不败，积13
分以3分优势力压比利时
暂居榜首。在国际A级赛
事历史上，双方先后有过
18次交锋纪录，荷兰8胜7
平3负成绩占优，进26球

失19球。两队最近一次会
面，是在本赛季欧国联小
组赛第3轮比赛，当时双
方2-2握手言和。本轮比
赛前，荷兰3胜1平保持不
败积10分稳居榜首，波兰
1胜1平2负积4分排在第3
。双方出场阵容：

波兰（3-4-3）：1-
什琴斯尼/ 5 -贝德纳雷
克、1 5-格利克、3-雅
各布/17-弗兰科夫斯基
（7 9’ 1 8 -贝雷辛内斯
基）、 1 0 -克里乔维亚
克、8-利内蒂（46’7-米
利克）、21-扎莱夫斯基
（79’4-斯科拉斯）/20-
泽林斯基（86’13-马特
乌斯）、9-莱万、19-巴
斯蒂安。

荷兰（3-4-3）：1-帕
斯维尔/2-廷伯、4-范戴
克、5-阿克/22-邓弗里
斯、20-库普梅纳斯（6’博
古伊斯75’18-泰勒）、21-
弗朗基-德容（46’15-德
容恩）、17-布林德/7-贝
尔温（75’19-韦格霍斯
特）、8-加克波、10-德佩
（52’9-延森）。

【网易体育23日讯】在
欧国联A组第5轮中，克罗
地亚主场2-1小胜丹麦。
在积分榜上，克罗地亚、
丹麦、法国和奥地利分别
拿到了10分、9分、5分和
4分，分列小组1-4位。下
半场开场不到4分钟，克罗
地亚首开纪录。在禁区弧
附近乱战中，索萨左脚轻
巧低射，皮球穿过人从飞
入球门左下死角。由于视
线被遮挡，丹麦门将小舒
梅切尔对此球毫无反应。

77分钟时，埃里克森用
世界波为丹麦扳平比分。
在禁区弧顶，曼联中场右
脚搓出经典弧线球。皮球
绕过门将指尖后下坠，并
飞入了球门左侧死角中。
在丢球之后，克罗地亚立
刻换上了效力于雷恩的马
耶尔。在登场1分钟后，
马耶尔就为克罗地亚打进
制胜球。在禁区弧左侧，
马耶尔左脚大力推射远
角。小舒梅切尔虽然全力
扑救，但马耶尔这记射门

角度过于刁钻，丹麦门神
只能目送皮球入网。2-1

，克罗地亚取胜后升至小
组积分榜首位。

黑客入侵拜仁官方网站 

拜仁奖励他一件穆勒签名球衣

遭疯迷调查行程及航班 

陈雨菲：呼吁大家关注赛场

陈雨菲

【新浪体育23日讯】羽毛球奥运冠军

陈雨菲发文，呼吁大家关注赛场，不要

想办法查自己的行程和航班以及其他越

界行为。

欧国联-加克波破门贝尔温进球 

荷兰2-0波兰稳居榜首

荷兰2-0波兰

【新浪体育23日讯】
德甲豪门的官方网站被一
名“黑客”入侵，而拜仁
也奖励了黑客一件球衣。

据报道，这名所谓
的“黑客”其实只是拜
仁的一名普通球迷，名
叫丹尼尔。

他这么做的目的也是
很简单，希望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来看看拜仁的网站
是否有漏洞。24岁的丹尼
尔表示：“我这样做纯粹
是想看看网站有没有安
全漏洞。我写了报告给他
们，他们花一点时间去修
补漏洞，却并不搭理我。
最后是一名记者知道事情

后，才帮助我跟他们联络
解决问题。”

媒体可能以为拜仁会
给这名球迷一笔奖金或
者说邀请他来网站工作
之类的。但是可能有人
记得之前拜仁门神诺伊
尔为了“答谢”捡到自
己钱包的司机，用一件
签名球衣来抵司机的误
工费。这次的拜仁也一
样，同样用一件穆勒的
签名球衣作感谢。

不过好在这名球迷“
入侵网站”只是他的副
业 ， 他 并 不 靠 这 个 吃
饭，不然媒体又要批拜
仁小气了。

1982年中国女排首度荣膺世锦赛冠军

历届女排世锦赛中国队成绩 6进三甲斩获2金3银1铜

欧国联-埃里克森世界波 丹麦1-2克罗地亚跌至A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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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

两性健康

懂得自省 遵守承诺 放下手机 减少误会

十件事成就美好婚姻
中山市中医院心身医学科主管心理治疗师 黄圆媛

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
全世界总计生产出的 90 
亿吨塑料制品中，被循环
利用的只有 9%。近年
来，各国相继出台了很多
措施，以遏制日益严重的
塑料废弃物对海洋和生态
环境的污染。同时，寻找
塑料的替代品成为全球科
研人员的重要课题。2020 
年 12 月31 日，国际竹
藤组织、中国科学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工程塑料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竹产
业协会和海南省相关单位
共同召开了首届博鳌国际
禁塑产业论坛，会上向全
世界宣布了“以竹代塑”
的理念，标志着用竹材代
替塑料的可持续目标开始
起航。

竹类植物生长速度快，
资源丰富，一次性种植可
永续利用，是理想的生物
质资源。全球现有竹品种 
1642 种，总面积约 5000 
万公顷，每年可采资源约 
11 亿吨。竹材可加工成
建筑、家居、装饰、日用
品等多种产品，是低碳、
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优
质材料，也是耐用型塑料

的理想替代品。竹材可通
过3 种方式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1 .竹类植物生长
速度快，固碳能力强；2.
竹制品可长时间储存碳，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都能
保持低水平甚至零级别碳
足迹；3.竹材可替代木材
以及高耗能、高排放的塑
料、混凝土和钢材等，从
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以竹代塑”虽然起步
晚，但推广速度快，应用
范围广。目前已经应用于
竹制电子产品、各类包装
材料、餐具用品、竹纤维
制品、汽车内饰、火车车
厢板、竹淋水填料和竹缠
绕管道等。国际竹藤中心
是“以竹代塑”研发的先
导单位，在日用品方面，
与安徽鸿叶集团共同开发
的竹吸管是用天然竹子加
工而成，与市场中一次性
塑料吸管的主流替代品“
纸吸管”和“可降解塑料
吸管”相比，竹吸管不含
任何胶粘剂，并且价格更
低、更环保，市场潜力巨
大；在工业领域，与江苏
亨达环保公司开发的发电
厂冷却塔竹淋水填料、与

鑫宙新材料公司开发的
竹缠绕管道等产品，都用
竹子替代其中的传统塑料
制品，在水利水电、火力
发电等方面应用前景广
阔，示范效果明显，已经
产生很好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以竹代塑”
轻质材料在汽车制造业的
应用研究已经蔚然成风，
尤其竹纤维增强热塑性复
合材料越来越受到汽车制
造商的青睐，是宝马、奥
迪、福特、大众、丰田等
全球知名品牌汽车公司重
点关注的天然新型轻质材
料。2020 年竹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潜在市场需求达 
660 万吨，以 3.5 万/吨
的价格计算，仅中国潜在
市场空间就达 2310 亿元
以上。随着竹加工工艺和
技术的日渐成熟，“以竹
代塑”产品应用范围将不
断扩大，质量和效率不断
提升，极大增加了替代塑
料的可行性。

“以竹代塑”虽然在乡
村振兴、工业生产、建筑
建材、交通运输、纺织造纸
和日用品等行业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挑战。在技术方面，
部分竹制品由于存在易开
裂、霉变、使用寿命短等
问题，并没有完全打入消
费者市场。竹产品如何保
持干燥、防霉、防腐等处
理技术还需进一步突破。
在市场方面，竹产业目前
属于小众产业，虽然中国
用竹历史悠久，但对竹制
品的印象仍停留在传统竹
器方面，对竹制品认知与
认可不足，同时相较塑料
制品，竹制品整体价格比
较高，“以竹代塑”的市
场培育与消费普及依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此外，当
前“以竹代塑”产品以竹
餐具、竹纸杯、竹签等代
替一次性塑料制品为主，
同质化的初级产品占据主
流，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
的加工产品稀缺，不利于产
业可持续发展。

竹子是天然的全生物
降解材料，因此“以竹代
塑”不仅是对中国竹产业
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也
是对全球竹产业发展方向
的开拓。为了推进竹制
品替代塑料制品早日实
现，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1 .加大技术创新，
加强竹产业科技攻关，力
争在竹林高产优质新品种
选育、竹材加工工艺、竹
材生物技术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2.加大宣传力度和
推广深度，利用微信、短
视频等新媒体渠道推广“
以竹代塑”，甚至把“以
竹代塑”产品纳入绿色政
府采购目录，让更多人了
解“以竹代塑”产品，
引导消费观念转变，提
高市场认可度。3 .强化
政策保障，积极推行质量

体系认证制度，提高“以
竹代塑”产品在消费者中
的印象，打击劣质产品的
虚假宣传，同时出台配套
政策措施，加大对出口加
工企业的扶持，提高出口
退税、补贴等。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等十部委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竹
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指
导下，各省市需相继出台
指导意见和相应政策，只
要产、学、研、政协同创
新，“以竹代塑”产业发
展必会迎来新的春天。▲

生长速度快 固碳能力强 更容易降解

“以竹代塑”环保新风向
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国际竹藤中心常务副主任 费本华

不论实际婚姻生活中会
遇到多少问题，人们对“
婚姻”还是充满了美好期
待。它是“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但婚姻之路满布荆
棘，怎么才能守护这份契
约与承诺，保证爱情之花
永恒灿烂？建议做好这十
件事：

1.不要随意让他人对自
己的婚姻指手画脚。鞋子
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婚
姻中很多细小的问题要自
己去体会、感受，不要轻
易让外人来评价、指点。
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婚
姻、相处问题公开，甚至
发到朋友圈、微博上引发
围观，这不仅难以得到有
效的建议，情绪和感情还
会受到影响。

2. 面对面把话说开 
。任何关系中，沟通都
是最重要的，亲密关系
尤其如此。因为再亲、
再了解你的人也没有读
心术，你的另一半不可
能完全知道你的想法和
需求。因此，要有意识
地去主动、真诚、清晰
地表达想法与感受，减少
不必要的误会。不要总想
着“他不主动就是不爱
我”“他应该知道的”“
他不了解我就是不爱我”
，这很容易导致矛盾、冷
战。如果你也想听听爱人
的心里话，那么最好的方
式就是你主动开口，面
对面把话说开。

3.手机放一放。手机已
经侵占了我们的大量注意
力，和伴侣在一起时，暂
且把手机放一放吧。感情
是需要培养的，并不是结
婚了就万事大吉，亲密感
也需要持续滋润。下班回
到家，多创造一些两人共

处的时间，一起做饭、一
起洗澡、一起看电视等，
睡前和枕边人说说话，别
让网络的社交隔绝了现实
的距离。

4. 不轻易窥探伴侣的
隐私。漫长的婚姻中难
免出现信任危机，但即
使在你有强烈疑心的时
候，都不要轻易翻看伴
侣手机等涉及隐私的物
件。如果你觉得婚姻关
系受到威胁，建议首先
还是要和对方沟通，看
是否有什么误解，避免
无谓的不安和怀疑。

5 .不要用“睡一觉”
解决问题。虽说“床头
打架床尾和”，性爱很
多时候确实能化解一些
纠缠不清的矛盾。但是
也要鉴别。如果只是为
小事闹别扭，晚上的亲
热 有 助 于 缓 和 气 氛 ；
但如果矛盾涉及底线问
题，或者类似的矛盾出
现过很多次，那么每次
都用性爱来解决是危险
的。这么做可能掩盖了
真正的冲突，让问题一
直存在，成了感情的“
不定时炸弹”。还是那
句话：出现矛盾，要多
沟通。

6 .懂得自省和自我完
善。你们相识于微时，随
着时间推移，大家成长的
步伐好像不一致了，甚至
差距越来越大。有些伴
侣为了家庭牺牲工作，成
为全职太太或全职丈夫，
经济、社交能力等方面的
差距让交流的话题越来
越少，隔阂也会变深。此
时，“落后”的一方要懂
得自省并争取自我完善、
进步，不仅能提升自我价
值感，势均力敌的婚姻也
更稳固。

7.答应的事要做到。无

论你的承诺多小，多微不
足道，只要提出了，就不
要食言。承诺是夫妻间最
独特的情感联结，完成每
个承诺能让对方看到你的
重视与努力，夫妻之间的
信任感也将大大提升。

8 .分享秘密。很多时
候我们并不愿意跟他人
分享自己的所有，或者
担心他人并不能接受我
们的“癖好”或“古怪
的念头”，但这些都可
以试着跟伴侣说出来 。 
勇于分享自己的“ 秘
密”，等于将自己的脆
弱、“死穴”暴露了出
来，能极大地促进亲密
感，增加伴侣间的唯一
性、独特性。而且，当
我们发现伴侣能够理解
并接纳自己的全部时，
深厚持久的感情联结也
逐渐形成。

9.大度但不压抑愤怒。
婚姻中最好是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但这不意味着一
方总要压抑愤怒 ，假装大
度。如果爱人做了些我们
并不认可甚至触犯底线的
事，生气是正常的。压抑
可能带来一时风平浪静，
却为以后相处埋下隐患。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坦诚
地说明自己在意什么部
分，和伴侣商量是否有改
善的可能，积极面对、共
同解决，而不只是回避、
压抑。

10.做错就好好道歉。
如果真的做错了或者存
在误会，请对伴侣好好
道个歉，认真地承认错
误，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在
亲密地表达：你的感受比
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意识
到自己的不完美、我愿
意为你改变。如果对方
表示谅解，彼此间的关
系会更进一步。▲



是不读书，就是读

不来，不然就是耽

溺女色，也有的跟

爹娘不和，反正大户公子

个个都被惯坏了，他的朋

友里还真没一个像样的。

相形之下，薛文澜的品行

是没得挑了，姊姊嫁给

他，一定会过得很好。

「文澜，你可要好好对我

姊姊。」

「我会的。」

「若你亏欠她，我定打得

你爬不起来。」

薛文澜微笑，「不会有那

日。」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一定要……对我姊姊

好……」

宋心瑶看着弟弟这样，心

里一阵温暖，「新天，姊

姊要出嫁啦，以后家里你

就是最大的孩子，好好孝

顺祖父祖母、爹娘，爱护

心梅、心湘，知道吗？」

「我知道。」

媒婆笑着喊，「吉时

到了，新郎新娘该拜堂

了。」

因为薛文澜情况特殊，所

以拜堂是在周华贵所在

的雁阳院，拜母亲、拜祖

先，还有父亲的牌位，都

一一行礼，一一跪拜。

周华贵眼眶红红的。

是，媳妇她不喜欢，但儿

子总算也成了亲，过往十

几年的辛苦好像梦一样，

生出来才那么小的小孩

子，今天要成新郎官了。

拜了堂，两人便各自上了

骏马跟花轿，出了宋家，

往薛文澜租的小院子去。

薛家在京城只有老太太许

家这边的亲戚，许氏已经

说了许家这边她会张罗，

所以薛家就没宴客。

小宅子乾乾净净的，还种

有一墙竹子。

宋心瑶之前来过两次，很

满意，有花有树，有花墙

有漏窗，在小巷子里，很

适合读书。

既然不圆房，很多过程就

可以免了。

宋心瑶直接梳洗换上常

服，去厨房看了看，吩咐

小雅可以准备晚饭了。

宋心瑶这次带过来的只有

大雅跟小雅两个丫头，还

有牛嬷嬷。

她现在不是宋家大小姐，

是薛奶奶，一切吃穿用度

都得节省一点……她是有

嫁妆可以用，但她想顾及

丈夫的面子。

薛文澜肯定不能接受用妻

子的嫁妆过日这种事情。

话说回来，玉佛寺的方丈

真的厉害，居然连薛文澜

好事将近却缺少银两都

能知道，得找时间再去一

趟，也不是要问什么，就

是求求神佛……

进士考试是两年后，这两

年她都得紧张这件事情。

夕阳西下，小雅把饭菜摆

了上来，四菜一汤。

薛文澜不愧是薛文澜，上

午成亲，下午还在读书，

真是一刻都不浪费。

「文澜，吃晚饭了。」

薛文澜放下笔，「好。」

夫子有言，食不言，寝不

语，但今天是成亲的日

子，虽然不好说话，但相

视而笑却是怎么样都忍不

住。

薛文澜对宋心瑶是又爱惜

又歉疚。

简单的婚礼，母亲要求两

年后才能圆房，他的银两

有限，这一切让娇生惯养

的她只能跟自己过这样简

单的百姓日子。

可是她一点埋怨都没有，

笑咪咪的看着自己，很高

兴的样子，让他不禁也微

笑起来。

都会好的。

以后，一切会慢慢好起

来。　

岁月匆匆，两年过去。

小夫妻的独居日子过得很

舒适，他读书，她刺绣练

琴，虽然分房而睡，但没

有影响到夫妻感情。

中间周华贵突击上门过一

次，见他们果然分房，露

出安心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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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我才说出了第一句话，

我道：“地球在甚么地方？”

薰子摇头道：“看不到地球，

十多年了，我总想看一看地球，可是看

不到。事实上，我根

本不知时间是怎么过

去的，可是我是地球

人，我还有地球人的

时间概念，我知道，

我离开地球，已有十

多年了！”

我又转过头，望定了

薰子，她的神态，仍

然是那么地安详。

她在光滑的地板上坐

了下来：“我是被他

们救起来的，如果没

有他们，我就是长崎

原子弹爆炸的遇害者

之 一 ， 而 他 们 救 了

我！”

如果是在地球上，我听到有人对我说那

样的话，那么我一定当他是疯子。

可是，如今在那样的情形下，一切都变

成是可能的了。

我想问她，但是她却道：“大家请坐，

我知道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问题，我会

将一切全说明白的。”

我们三人，互望了一眼，都坐了下来。

薰子用平静的声音道：“那天，我只觉

得突然间，天地间甚么都变了，在我身

边的人，纷纷倒下，建筑物象是纸扎一

样地崩溃，我的身子像是不再存在，当

我又有了知觉时，我在这里，我无法知

道发生了甚么事，直到后来，他们才告

诉我，那是原子弹的爆炸，而我，则被

一个压缩的气囊卷进了太空中，我直向

太空中飞去，是他们在半途将我截住，

救了我的。”

我迟疑地问道：“他们……是谁？”

薰子摇着头：“我也不确切知道，他们

是一队科学工作者，他们的星球，还在

很远的地方，而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工

作站。”

云妮和余全祥紧靠在一起，我则紧握着

拳。

薰子又道：“我没有见过他们，也未曾

和他们交谈过，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

说话’这种能力，他们的思想交流，

一定是用一种我们无法想像的方法进行

的。”

我苦笑着：“可是你刚才曾说，他们

告诉了你原子弹爆炸等等的事？”

“是的，那是我到这里之后很久的

事，我猜想，他们原来，可能根本不

知道地球上有生物，直到在太空中截

到了我，他们才开始研究我，他们曾

给我看过很多报纸，记载着原子弹爆

炸的事！”

我望着薰子，她的样子很诚恳，但是

她所说的，仍然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然而，我又转身向外望去，我所看到

的，是蓝得发黑，无边无际的天空，

和多得难以想像的繁星。有一点，倒

是我能够肯定，那便是，我们绝不是

在地球上，在地球上，是不会有那样

景象的。

善谋狐疑地瞥她。「你干么？」

表情那么虚，分明有鬼。

直觉回首，顺着她的视线，看到

屋内的余善舞，在窗边跟她挥手。

「你们在搞什么？」他很有被陷害的自

觉，只是不晓得，那小妮子到底坑了他

什么。

「没事。」她挥手赶人。「

你快进去。」

余善谋轻笑。「不用那么紧

张。」

他不会那么没风度，硬要一

探究竟。

他坚持要看她上车，目送她

离开，直到看不见车身，才

转身进屋。

赵之荷一直到离开余家一段

距离，才靠边停车，拿出手

机细读。

信守承诺，传给你看。

附图是接连好几张的书法

字，有行书、有草书、有楷

书……字体或苍劲俊拔、或豪情写意、

或俊逸端秀……

他真的会，还写了一手好字。

本来还想不通他哪根筋不对，埋头写了

一早上。

丢出一张沉思的表情图，接着补上：「

我是悟了，你呢？」

她也悟了。

一篇篇的「爱莲说」，没瞎的都悟了。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

这分明是情书。

为什么连好好的文人志节、国中课本必

读文，他都可以拿来告白，还有什么是

他不行的？

被同一个男人告白了这么多次，各种形

式、无时无刻、认真的、戏谑的、她看

得见的、看不见的……他总是一遍又一

遍地说，她向来淡定以对，可是为什么

刚才那一瞬间……会生出几分窘意，下

意识就做出遮掩行为了？

或许，是真正听进耳了，明白他说的喜

欢，是真的喜欢，真正把告白当告白看

待，而不是雄性动物散发过剩荷尔蒙的

求偶花招。

莲，花之君子者也。

目光定在字帖上，其中一行字，想起他

说「我很清楚自己眼里赏的那朵君子

花」……

莫名地，不觉耳根微热。

第五章 选边站

临睡前，赵之荷出来喝水，刚好看到余

善谋开门进来。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吗？」将钥匙搁在玄关柜

上，谨慎防备，不确定是否又在哪里误

踩了地雷。

「今天管家不是休假？我以为你今晚会

在家里睡。」在那之后，她与余善舞偶

有联络，分享生活、分享心情，多少知

道对方的近况。

「我晚上是去应酬，没回家。」

「这样好吗？」家中只有一个七岁小

孩、以及行动不便的大人，要是有事怎

么办？

(25)

人生：
没有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
常。
不要把该做的和想做的事情。
留给无法预见的未来。
珍惜言情；把握当下。
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事。

(56)

(26)

“这些话以后再说你先离开为上！”

“瑛妹，我并不在乎……”他本想说不

在乎和合会长夫妇和会中高手，但忽感

不妥，对方是会长的女儿，忙又缩了回

去。

“我不希望你在此造成血劫！”

“好的，我们走吧！”

柯如瑛立起身来，一看身上衣裂裙散羞

得粉面绯红，白了陈霖一眼，略事整理

之后，拉起陈霖的一只手，匆匆弄开暗

门，循着一条曲折的阴暗洞径，疾奔而

去。

“霖哥，这条暗道在会中仅有少数的人

知道！”

陈霖哦了一声，算是答复！

足有顿饭工夫之久，才算走完这条曲折

幽回的洞径，柯如瑛手按石壁，一块巨

石缓移开，耀眼的阳光，使他俩一时睁

不开眼睛！

方自出得洞口，惊“噫！”之声倏告传

来。

举目望处，面前三丈之外，一字式排定

了六男六女十二个“和合会”的剑手。

陈霖倒不觉得怎样，柯如瑛顿时花容惨

变，悄声道：“霖哥！怎么办，他（

她）们是我父母的亲信？”

陈霖心头电似一转低声答道：“别急，

我自有道理！”

那十二个“和合会”高手中为首的一个

方面大耳的中年人，越众而出，面现惊

疑之色，扫了陈霖一眼，然后转向柯如

瑛道：“姑娘由密道出来，准备到哪里

去？”

柯如瑛粉面一变，娇声道：“这何须你

过问？”

“我等职责所在，不得不问！”

“哼！”

“姑娘可有会长令牌？”

“我凭什么要有令牌才能通行？”

“因为他……”

陈霖一飘身挡在柯如瑛身前，双目煞光

隐隐，扫掠了十二个高手一眼之后，语

冷如冰的向那中年高手道：“你准备怎

么办？”

那中年高手可能已知道对方就是震惊武

林的煞星“活阎罗”，惊悸的看了陈霖

一眼，反向陈霖身后的

柯如瑛道：“姑娘可否

告原委，我等好向会长

回话？”

陈霖立即接口道：“不

必了！”说着又向前欺

近数步。

那中年高手硬起头皮

道 ： “ 阁 下 意 欲 何

为？”

陈霖面上立现杀机，冷

笑一声道：“为了免得

你们不便回话，我成全

你们！”

那中年人顿时面如土

色，骇极的连连倒退，其余十一个男女

高手，一个个亡魂皆冒，但他（她）们

可不愿束手受死，吆喝声中，纷纷亮剑

出手。陈霖这两日来的闷气，正无处发

泄，石牢中的一幕，使他对“和合会”

的人深恨入骨，同时柯如瑛叛亲纵囚，

如果这十二人之中有一个人活着回去，

便是不了之局，所以他早起了不留活口

的心，对方这一出手正中下怀。

冷笑声中，出手似电，惨嗥之声传处，

立有三人尸横就地！

共余的九人被这一手震得惊魂出窍，顿

时气沮，齐齐撤招后退！

那中年人厉声向柯如瑛吼道：“柯姑

娘，你居然反了，勾结外人屠杀会中弟

子，私纵……”

柯如瑛花容失色，芳心紊乱如麻，为了

一个“情”字，她已犯了帮会之中最严

重的一条“叛逆灭帮”一样的罪状！

陈霖大喝一声：“住口！”

口字未落，身形猝然弹起，扑向那发话

的中年高手，左掌快逾电掣的拍出，同

一时间右手中指一竖，一圈一点，那中

年高手惨嗥得半声，便已了帐。现在对

方剩下了男女共是八人。

柯如瑛心里可比死还难受，为了利害关

系，她不能阻止陈霖对本会的弟子下

手，但她确实不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会中

弟子一个个惨死！……突然……八人之

中的一人，撮口发出一长两短的尖锐哨

声！远处，立即有反应回来！

柯如瑛芳心大急，脱口道：“这是求援

信号！”

陈霖半声不吭，飘身闪向那八个弟子，

掌指齐施，惨嗥之声响成一片，转眼之

间，地上横七竖八躺了十二具男女尸

身，不多不少。

“瑛妹，我们走！”

两条人影，电闪般向乱山丛中逝去。

就在陈霖和柯如瑛身形刚刚消失之际，

数十条人影，纷纷泻落现场，为首的赫

然是那两个蒙面男女会长，但他（她）

们看到的仅是十二具尸体，每一具尸体

的眉心上，现出一个血红的指印，谁人

下的手，不言可喻。 (61)

不

直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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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云大师

了解缘起

近年来一些报章杂志、书籍

里屡屡谈到「缘起」。《大乘起

信论》云：「诸佛法有因有缘，

因缘具足，乃得成办。」「缘

起」是佛陀究竟的体悟，不能完

全将它当成知识或哲理来研究。

「缘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修

正、体会、深观才能证知。了解

缘起能有四点体认：

第一、能建立感恩的美德：

「缘」就是相互共生的关系。如

果没有父精母血的生养之恩，我

们无法成人；国家没有稳定的政

治，我们无法安全的生活；没有

师长的教育启发，我们无法成

材；没有各行各业日用所需不虞

的供应，我们无法快速便利的生

活。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要

仰赖众人给予因缘，所以要感谢

大众给我们的恩惠、助成。

第二、能培养随缘的习惯：

万物的生成，需要仰赖缘起，因

此我们不可以违背因缘行事，凡

事随缘随份不强求，顺著真理生

活。比方说：生活作息正常，不

颠倒；与人沟通，能随顺不同根

性，顾念对方的立场；做事的态

度上，能顺应原则，不违事理。

随缘不是随顺习性、情绪，是积

极努力安住在每个当下，如此就

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三、能拥有希望的未来：

佛教常讲「未成佛道，先结人

缘」，结缘好比播种，种子下得

勤，收成自然丰厚。有的人只要

遇到困难，就会有贵人适时相

助；有的人不怕给人利用，有好

东西也不怕给人分享，所以总能

得到好的机会，前途自然宽阔

平坦。由此可知只要平日广结善

缘，不怕未来没有机会。

第四、能了悟真实的人生：

懂得缘起，能使我们觉悟人生实

相是生命之间相通互成、彼此依

存的道理，是累劫以来无数的因

缘所成。菩萨行者能深观缘起，

而了悟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所

有自他的存在都离不开因缘，所

以能怨亲平等的将小我融入大我

中，而体现「自他一如」的美

妙。

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以相互

依存的生活方式维持心理及生理

的健康，并且相互寻求帮助，来

减轻面临自然、生命变化所带来

的痛苦。我们常说人生「有缘千

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了解缘起的可贵，把握当下，建

立好因好缘，自然能有不同的人

生景况。

第一、能建立感恩的美德，

第二、能培养随缘的习惯，

第三、能拥有希望的未来，

第四、能了悟真实的人生。

所说非人不说、说了无用不说、
涉人隐私不说、谄媚阿谀不说、
出言招忌不说、说了招祸不说。

2

《星云学说与实践》摘美国图书银奖
【人间社记者妙西洛杉矶报导】

美国佛光出版社2021年出版满义法
师的著作《星云学说与实践》（ B 
e aBuddha--Humanistic Buddhism's 
HsingYun Theory and Practice）书藉，
荣获美国独立出版业（Independent 
Publishers）2022年「活在当下奖」
（Living NowAwards）「觉悟灵
性」（Enlightenment／Spirituality）
项目中的银牌奖。

解行并重 引领时代思潮
「活在当下奖」主要提供大众

对生活品质、心灵健康、个人身心
发展等有帮助的好书；美国佛光出
版社历年来也有好几本书，曾经
获金、银、铜等奖项，可见「人间
佛教」的学说，深获美国出版界认
同。

《星云学说与实践》中文版在
2015年，由「天下文化」出版，是
继《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后，另
一本阐述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一生
弘扬、推动的「人间佛教」理念专
书。

满义法师跟随星云大师多年，
对大师倡导人间佛教的旨意了然于
心，认为人间佛教「解行并重、事
理圆融」的理念已经蔚然成风，可
以引领时代思潮、能够帮助众生圆
满生命的思想学说。英文版的书名
《Be a Buddha》，用意在表达星云
大师对大众的期许：「我是佛」，

锅中放热水1000克，加入1匙的盐拌

匀。

嫩豆腐由盒中取出、切块，放入热

盐水中，浸泡10分钟，去水。

芹菜洗净，连叶子一同切碎。

取一砂锅，放入素燥、豆瓣酱、荫

油、黑糖、花椒粉、胡椒粉拌匀。

砂锅放瓦斯炉上，中小火加热，放

入嫩豆腐，并以汤匙轻轻拨动，转小

火、盖上锅盖，煮约3至5分钟。

太白粉2匙，以20克的水调匀，将炉

火转中大火，太白粉水淋到豆腐上，以

汤匙轻轻拨动，煮约1分钟，放上芹菜

末，即完成。

加平时分数，学生备感受用。
曾经一位比较好动的男生，在我

征询自愿朗读者时，他踊跃举手，
认真完成所指定的任务。讲台上，
我带读、聆听学生朗读、为他们鼓掌
喝采、加分等等，忙中有序，尤其看
到孩子们专注、微笑、发出光彩的面
容，我觉得自己做对了。

因此，我相当感念傅老师传递的
信念--「随喜：于己，做事心甘情
愿；于他人，要祝福与赞美。」

日前，聆听傅老师线上演讲，总
结时，他以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
者马丁．路德所言：「即使明天就是
世界末日，我今天仍会种下苹果树。
」来勉励我们永远要怀抱著希望，持
续做有意义的事。

傅老师亲自示范「看别人的优
点、给予肯定、不批评、不责备、不
抱怨。」

是教育界优秀的领航员；深受其
惠的人，心灵得到感动与启发，会跟
著老师的榜样也让周遭的人们得到爱
与尊重的恩泽。

文／和雅

言教身教

心灵领航员

研习课上能被老师亲切唤名、发
言之后还能得到回应与掌声，全程受
到重视的感动至今难忘。这是由傅木
龙老师主讲，我在职时参加过印象最
为深刻的教育研习。

傅老师记忆力非凡，演讲内容旁
征博引，条理分明，完全不必看讲
稿；与学员初次见面前，更是诚意
满满，把学员的名字熟记起来，讲
演中，不需要名单就能流畅点名请
我们发表观点；学员答完后，老师
即刻请大家掌声鼓励并且谢谢学员
的发言。

我任教英文科，一向鼓励学生至
少要能读出单字、例句和课文。我把
参加研习所得到的感动应用于教学现
场，只要学生有所回馈，我当下给予
掌声（我以前忽略的），并且为学生

文／妙志法师 图／Freepik

简单步骤做料理

麻婆豆腐 咸香滑嫩好滋味

麻婆豆腐是各式川菜中，家喻户

晓、受人欢迎的一道菜。因材料朴实简

单、料理方便，口味麻辣软嫩，令人胃

口大开，因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多吃几碗

饭。为何叫「麻婆豆腐」呢？相传清朝

同治年间，中国四川成都有家「陈兴盛

饭铺」，老板娘陈刘氏脸上有麻点，人

称陈麻婆，她所料理的烧豆腐便被称为

「陈麻婆豆腐」。

以花椒点出麻味，用豆瓣酱显出辣

味，加入滑嫩豆腐，麻辣、鲜香、滚烫、

酥嫩，是这道菜的特点。炎炎夏日，来盘

热腾腾的麻婆豆腐，开胃消食、散寒除

湿。若想尝鲜，来道凉拌麻婆豆腐，只

需把酱料调匀，淋在烫过盐水的雪白豆腐

上，色泽金黄酱汁佐以绿色芹菜，端上桌

让人眼晴为之一亮，入口麻辣爽滑、清凉

咸香，滋味令人惊艳。

食材：

嫩豆腐2盒600克、芹菜15克、素燥

120克、豆瓣酱20克、荫油10克、黑糖

5克、花椒粉1/4匙、胡椒粉1/4匙、太

白粉2匙、盐1匙

作法：

文／颜福南　图／彩虹桦桦

人间有爱

享受独处的时光

独自一个人并不代表孤单，当一个
人能静下来的时候，就能倾听内心的
声音，拥抱宁静与自由，享受独处的时
光，细细品味安静的片刻。

有一次我到□里岛旅行，发现一个
亭子叫「发呆亭」，我觉得很有趣，
坐在上面，面对金黄的夕阳冉冉落
下，辉映在海面上，海面金光闪闪，
远方的船只点点，我遥看一望无际的
大海，静静的欣赏海景，整个世界
安静下来。一个人发呆，心情格外沉
静，连呼吸也慢了下来，好惬意的时
刻，在陌生的城市体会熟悉的宁静，
独自想像，独自徜徉，沉浸在独处的
快乐。

许多时候我们要出门社交，与人
打交道，和客户找话题聊天，和长官
说场面话，偏偏我们不是长袖善舞的
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人多热闹的场
子给人冷清的寂寞感，内心很想逃离
却不得不应酬。一味的讨好，往往痛
快了别人，痛苦了自己，何不增加独
处时间好好阅读、充电，只有在你强
大的时候，别人才会反过来找你，你
才清楚自己的需要和目标。

享受独处的时光，不用在乎别人的
眼光，埋首在专业领域，很多成功者都
不善于社交，他们坚持自己的方向，走
自己的路，孤独寂寞也能蓄积力量，
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自己身
上，让自己变得更好。有的宗教家会选
择以闭关的方式修行，当与世隔绝的时
候，内心深层的灵魂会被唤醒，和自己

对话，思考的层次会更丰富。
作家蒋勋曾说：「学会了孤独，懂

得和自己相处，再走出来，才懂得爱与
被爱。」不要害怕独处，一个人有一个
人的自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独处，不
受他人打扰。寂寞是沉淀的开始，也是
纾解压力的时刻，就像现在我在写作时
是一个人，却陶醉在文字的世界，生活
中不可能永远都是热热闹闹，懂得独自
面对自己，妥善安排生活，享受一个人
的幸福。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提
及：「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
也爱独处。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
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
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
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
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作家在月色
下找到独处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选择静
坐养身、爬山运动或是琴棋书画，专注
在自己的兴趣里浑然忘我。

生命就是这样，有高山低谷，有
上下起伏，春风得意的时候会赢来
掌声，会迎来热闹，我们沉醉高山
巅峰的时刻；挫折失意的时候，低谷
沉默，独处宁静，我们也要能咀嚼品
尝，省思再出发。独处就好像为了跳
跃而压低身子的时刻，蛰伏蹲低是为
了跳得更远，在沉淀休息的时候，等
待破茧而出的胜利喜悦。

官府不采信强盗所言，传唤地保和
邻居询问，大家都说：「金家没被抢 
，实在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

原来，一般当铺收典当品时都用超
低价买进，要赎回时却得用超高价买
回；只有金家出入都公平，估价高，
期限也长。若是年老贫穷的人去典当
物品，还会免除利息，到了冬天，就
免除典当寒衣的利息；到了夏天，就
免除典当暑衣的利息。

「金家每年都是这样做的！上天保
佑善人，命神护佑金家，这种事情，
实在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啊！」

县令听了之后，嘉许金翁的善行，
且向朝庭推举，让金家作为官府的特
许店铺。

文／陈亦纯

善意文集

天佑善人

明朝有一姓金的老翁在一乡城经营
当铺。

嘉靖初年，强盗到处抢劫，当地
有钱人家几乎都被抢过，独独金家没
有被抢，官府因此怀疑金家与强盗勾
结。

后来强盗被捕，官府诘问强盗：「
为何只有金家没被你们抢呢？」强盗
说：「我们几次前往金家的时候，都
被金甲神给赶了出来！」

希望大家都能当下承当、肯定自
己具足佛性。

深入法海 安顿疫情心境
这本书经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

翻译为英文后，由美国佛光出版
社进行润稿校对、编辑排版、美
工设计等工作，在2021年底以精
装出版；当时正值新冠疫情肆虐
全球，出版社所在地南加州实施
「居家令」，员工都不能到出版
社上班，只得线上校稿，运用网
路平台，出版社同时与2位员工校
对文本。

面对前所未有的病毒，每天
看着确诊数字飙升、医疗设施不
够应付病患、死亡人数日增等令
人恐慌的新闻，出版社员工庆幸
每次上网校对、润稿都能悠游法
海，省却很多的担心及害怕，尤
其书中有不少法义、偈语，常常
让工作人员在润稿的当下恍然
大悟，正是面对困境所需要的智
慧，真的是「对症下药」。

这本书可以顺利出版，除了
有翻译中心依超法师不厌其烦的
协助、指导，还有2位编辑Mark 
Ragsdale与VanessaWang排除困难
准时上网，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佛
光山美编Wilson Yau庄严的封面
设计；感谢满义法师的用心，写
了十几万字的原著，希望该书能
成为「人间佛教」理念的英文教
科书，在世界各地英语系国家地
区广为流通，如同满义法师得知
获奖讯息的感言：「光荣归于佛
陀，成就归于大众！感恩师父，
感谢大众！」

英文版《星云学说与实践》，荣获美
国独立出版业2022年「活在当下奖」
的「觉悟灵性」项目银牌奖。

图／美国佛光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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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萧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