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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9月25日）

累计确诊 : 6,422,529 例
疑似患者 ：     2,052 例
新增病例 :     1,411 例
累计死亡 :   158,014 例
累计治愈 : 6,243,70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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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将成为最大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国

总统指令鲁胡特负责协调执行将公务车改为电动车
佐科威总统今年8月

21日特别参观特斯

拉在德克萨斯州超

级工厂，邀请特斯

拉在印尼建立电动

车和电池工厂。

“根据各政府机构的主
要职责、职能和权限采取必
要措施，加快实施将纯电动
车（EV）作为执行公务任
务车的计划，”2022年第7
号总统令的第一章写道。该
政策必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
机构实施。佐科威总统要求
使用电动车取代以汽油车作
为公务车辆。

2022年第7号总统令的
大概内容，其中指令海事
与投资统筹部长：

a.进行协调、同步、监
测、评估和控制总统指令
的实施。

b.解决阻碍中央和地方
政府机构加速实施电动车
辆使用计划的问题。

c.每6个月定期或有必要
时随时向总统报告该总统
指令的执行情况。

 
地方政府首长制定地方

条例执行电动车使用计划
得到特殊命令的还有

国防部长、国军总司令、
财政部长、文教与科研部
长、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
负责人、工业部长、能源
与矿产资源部长、交通部
长、国家发展规划部长、
国营企业部长、旅游与创
意经济部长、投资部长、
总统府幕僚长、政府商
品/服务采购机构政策负

责人、国家警察总长、省
长和县市长。

佐科威总统也指令内政
部长狄托·卡纳维安(Tito 
Ka rnav ian)发布地方政府
执行法规，鼓励地方政府
改用电动车。

“规定地方政府在地方
收支预算（APBD）的预算
中分配用于将燃油汽车改
为电动车。

 
总统为电动车和电池工

厂主持奠基仪式
佐科威总统今年6月8日

为中爪哇省巴当（Batang）
县综合工业园区（KITB）
电动车电池综合工业建设
主持启动仪式。总统在致
辞中表示，这项投资是全
球首个将电动汽车生产从
上游到下游一体化的投
资。

“从镍矿、冶炼厂、前
驱体工厂、阴极工厂，然
后是电池、电池组合，再
到电动汽车，还有电池回
收行业。从上游到下游，
一切都在这项投资项目一
体化完成，这是具有非常
大的投资价值和就业机
会。”总统说。

当时总统阐述，“这
个总投资也不是一笔小数
目，该项目将耗资142兆盾
的巨额，折合98亿美元。

“镍的采矿和冶炼厂
位于北马露姑省哈马黑拉
（Halmahera）县。然后镍
冶炼加工业和前体工业，
阴极工业位于中爪哇省巴
当工业区。最后也在西爪
哇加拉旺（Ka r aw a n g）
建 设 电 池 厂 和 芝 卡 朗
（Cika rang）建设电动车
工厂，可喜可贺，”总统
当时这样说道。

 
佐科威总统 为东南苏省

镍冶炼厂主持揭幕式
2021年12月27日，佐

科威总统为位于东南苏拉
威西科纳威（Kon awe）
县PT  Gunbus te r  N icke l 
Indust ry  (GNI)加工厂和
冶炼厂（Sme l t e r）主持
揭幕式。该冶炼厂可生产
镍铁矿产品，年产能高达
180万吨。通过将镍加工
成镍铁，预计附加值将增
加14倍。不仅如此，如果
冶炼厂将镍矿石生产成不
锈钢，其附加值最高可达
19倍。佐科威总统在致辞
上说道。

镍是传统镍氢、镍铬电
池的重要原料，最重要的
是当下最为火热的新能源

今年6月8日，佐科威总统在中爪哇省巴当县综合工业园区（KITB）为电动车电池综合工
业建设主持启动仪式。

【本报综合讯】佐科威总统发布2022年第7

号总统令，任命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

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负责协调执

行有关将燃油汽车改为电动车作为公务车。

车动力电池三元锂电池正
极材料的主要原料之一。
鲁胡特表示，印尼将在
2024年开始生产用于电动
汽车的锂电池。如果我国
未来能成为最大的锂电池
生产国，我国电动汽车将
继续增长。随着电动汽车
的兴起，印尼将减少进口
能源的依赖。

众所周知，自20 1 7年
起，印尼正式停止镍矿出
口，而政府选择通过建设
国内加工和精炼的镍冶炼
厂来发展镍下游，使镍出
口具有更高的销售价值。

　　
特斯拉美国得州超级工厂
特斯拉（Tes l a）是美

国一家电动汽车及能源公

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Palo 
Alto是美国最著名的电动
汽车品牌。2003年7月1日
将公司命名为“特斯拉汽
车”，为每一个普通消费
者提供其消费能力范围内
的纯电动车辆。

20 2 1年初，马斯克的
特斯拉的股价在大幅上涨
720%之后，市值达2100亿
美元，帮助特斯拉CEO马斯
克（Elon Musk）净资产在
一年内增加了1250多亿美
元，并在今年1月以2034
亿美元身价再次登上世界
首富的宝座。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占
地8 6万平方米，是中国
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

目，同时也是特斯拉首个
海外工厂。

2022年8月13日，上海
超级工厂第100万辆整车
下线。

佐科威总统今年8月21日
特别参观特斯拉在德克萨斯
州超级工厂，并获得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欢迎，
佐科威总统在接受彭博社采
访时表示希望特斯拉在印尼
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工厂，而
不仅仅是一家电池厂。

佐科威总统解释说，
他想在印尼建立一个大型
电动汽车生态系统。除了
特斯拉，他透露，他对福
特、现代、丰田和铃木等
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也表
达同样的期望。（v）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金融服务管理局（OJK）银
行业主管迪安·埃迪阿纳·
莱声称诚信的金融体系产生
积极的看法从而为经济增长
做出贡献。

周日（9月25日），迪安
在万隆市与大众媒体进行讨
论时说道：“诚信的金融体
系会对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
题的国家财政系统产生积极
的看法。”

迪安称考虑到总是与财
务交易问题有关，建立在
信任和诚信基础上，他认
为诚信的金融体系仍有可
挖潜力。

据迪安称，目前国家财
政体系仍然需要改进。随着
影子经济活动的出现例如网
络赌博、贩毒和网络贷款，
现在国家财政体系仍面临着
诸多问题。金融服务管理局
在财政体系中扮演角色，若
诚信金融体系建成了，那这
将释放吸引外资和内资的磁
力。

他说道：“这成为我们
未来五年内的使命。”

迪安称诚信金融体系建
设不仅仅是金融服务管理局
的责任，而是共同责任。由
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国家金
融业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
时期。

作为金融业的管理局，
金融服务管理局务必能够
使三件重要的事情即稳定、
消费者保护和创新相互平
衡。

印尼金融体系结构复杂
是往后需要解决的根本问
题，以打造高效、有竞争

力、诚信的金融体系。
印尼金融体系非常复杂

包括各种形式的机构、商业
活动形式、法人实体形式、
不同的资本要求、不同的监
管标准，包括银行业本身的
资本需求差异。

迪安称，金融服务管理
局权力的实施和解释将极大
地决定着该局任务是否执行
成功。

金融服务管理局的协调
工作需要有系统地完成，重
视的是商业、公共利益和消
费者保护、政府和印尼银行
采取的政策。（cx）

金融服务管理局称

诚信金融体系产生积极看法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卫生部让印尼大学（�ni��ni�
versity  of  Indonesia）成为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生
物技术药物与疫苗卓越中心
（CoE）实验室的一分子。

周日（9月25日），印尼
大学攻读智慧卡（KIP）和公
关主任理学硕士阿米莉娅·
露西娅在德博市校园称，印
尼大学3间实验室是印尼大
学�大熊奖学金基金会（�I�
DF）生物分析实验室、综合
实验室研究中心（ILRC）和
由医学院成立的印尼医学教
育研究所实验室。

印尼卫生部推出伊合组
织生物技术药物与疫苗卓越
中心实验室的目的是为实现
生物技术药物与疫苗生产走
向自力更生，以满足伊斯兰
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需求。

2017年，印尼在第6届伊
斯兰卫生部长会议上被指定
作为伊合组织生物技术药物
与疫苗卓越中心负责人。

2018年，印尼卫生部同
国有制药公司PT  BioFarma
在雅加达正式推出伊合组
织生物技术药物与疫苗卓越
中心。为了提高伊合作组织
成员国研究人员的合作和能

力，伊合作组织科学技术合
作常设委员会推行病毒学和
疫苗技术研究及进阶培训奖
学金项目。

印尼卫生部通过该项目
为4名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
的研究人员提供到本国进行
实习的机会。

印尼卫生部部长布迪·
古纳迪·萨迪金说道：“
让我互相合作，我相信跟伊
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和会议
是好的开头，一起做研究，
研究成果取得好成绩。我希
望这能提升世界卫生体系建
设。”（cx）

【安塔拉社巴东讯】世
界旅游组织（�NWTO）
代表团团长桑德拉·卡沃
（Sandra  Carvao）于上周
五（23/9）在巴厘岛努沙
杜阿举行的第二届G20旅游
工作组活动说，全球旅游
业在2022年疫情（COVID�
19）大流行之后处于复苏
模式。

Sandra  Carvao在旅游和
创意经济部通讯局发布的
一份官方声明说，“2022
年的旅游业处于复苏模
式，在各方努力下，这对
增加游客人次产生了积极
影响。”

她 说 ， 受 大 流 行 肆
虐，2020年对于旅游业和
创意经济来说，是非常艰

难的一年。而截至2021年
底，国际游客与2019年同
期比较仍不足10亿人次。 

根据�NWTO提供的数
据，欧洲地区旅游业的复
苏较显著，几乎接近疫情
大流行前的74%。美国达
65%，中东达76%。

“亚太地区仍落后，复
苏仅14%。然而，我们相
信这个数字在未来几个月
将显着提升。”

此外，G20成员国的经
济好转几乎大部分是受旅
游业的影响。

2 0 2 1 年 的 数 据 显
示，71%的出口来自旅游
业，76%对全球GDP增长
产生了影响。这个数字在
2022年甚至将会更好。

Sandra  Carvao希望通
过旅游工作组（TWG）活
动，G20成员国将能够共
同努力，推动旅游业和创

意经济领域的变革，并促
进社区中心和中小微型企
业加快复苏。

“世界各地的中小微型
企业和社区的收入依赖于旅
游业。这是各国的优先事项
和挑战，”她如斯说。

TWG将制定G 2 0巴厘
岛指南，其中有一套具体
的建议行动，以推进实施
五项行动方针的目标，并
特别呼吁可以单独执行行
动，由一组国家或一组国
家与国际组织组成的自愿
行动。

G 2 0 巴厘岛指导方针
将 在 旅 游 部 长 级 会 议
（TMM）上由部长们商
定，该会议是旅游工作组
实施的最后系列。 

TMM计划于今年9月26
日在巴厘岛努沙杜阿举
行，约有103名代表将出
席。（fd）

疫情大流行后

全球旅游业今年处于复苏模式

【本报北京讯】9月16
至19日，2022年第19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自
治区南宁举办，印尼成功
签订投资合作项目总额高
达23.3万亿盾。

周六（9月25日），印尼
驻华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 r a t m a n g u n）在北京说
道：“B2C、B2B经贸对接
会和谅解备忘录签订，总
额达到23.3万亿盾。”

今年印尼展馆设立在面
积270平方米土地上，分
为商品展馆和民族展馆。
商品展馆展示各种产品例
如装饰、食品和饮料及农

业产品以及手工艺品。而
民族展馆中有传统艺术和
文化表演。

印尼展馆也提供贸易、
投资和旅游发展潜力及将
于10月19至23日在万丹省
丹格朗市举办的线上线下
印尼贸易展览会的信息。

在本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中，印尼也参加20 2 2
年“东盟伙伴”媒体合作
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经贸
会议、经济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贸易和基建、
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等
等。（cx）

第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印尼签订合作项目金额23.3万亿盾 卫生部让印大三座实验室成为疫苗研究中心部分

周六（9月24日），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银行业主管迪安·埃迪阿纳·
莱（右）在西爪哇省万隆市与大众媒体进行讨论。（安塔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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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克服资金短缺项目延误等困难
努力实现国家油气生产目标
生产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开

采或待售生产的行动成效，却离目标越来越远，可
谓南辕北辙。

根据上游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活动特别工作组 
(SKK Migas) 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实现的待
售生产或原油的开采量仅为每天61.66万桶。这一
成绩远远低于2022年国家收支预算(APBN)设定的
70.4万桶/天的采油目标。

同时，截至2022年上半年的天然气开采量录得
每天53.26亿标准立方英尺（Million Standard Cu-
bic Feet per Day/MMSCFD）。这个数字低于2022
年58.00 MMSCFD的国家预算目标。

这些数据显示在2022年上半年里油气开采的成
绩为157万桶油当量/天(BOEPD)，仅为今年173万
桶油当量/天目标的90%而已。

考虑到上述那些数据，SKK Migas召集合作合同
承包商（KKKS），特别是那些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目标较高、对国家开采成果影响重大的承包商，以
立即加紧生产争取实现今年的目标。

提高产量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预计可增加今年
产量的大型油气项目完工的延迟。

例如，位于东爪哇Bojonegoro的Jambaran Tiung 
Biru (JBT)国家战略项目(PSN)，原定于2021年进
入投产阶段，却被推迟到今年。随后，原定于2021
年底运行的巴布亚Tangguh火车III号线项目，因新
冠肺炎大流行被迫延退。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技术问题，包括计划
外的停机、管道泄漏、油井服务和修井作业延迟，
以及一些油井产量下降速度的加快。

其它同样棘手的问题是，上游油气部门的投资
额仍远未达到目标。根据油气业务活动特别工作组
（SKK Migas）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的总投资
额只有48亿美元，仅达到今年132亿美元总目标的
36.4%。

上游部门的低投资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能源向环境友好型能源过渡的趋势使投资竞争更加
激烈。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旷日持久的军事冲
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因素，让不少投资者在投资方面
倾向于观望，尤其是具有高资本、高风险特征的油
气行业。

尽管国家上游油气行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
战，但该行业仍有相当大的机遇和巨大的潜力。在
资源方面，印度尼西亚有19个盆地，据称这些盆地
有大量的碳氢化合物（hidrokarbon）储量。

本报认为，政府刺激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
应对措施是正确的，然而还需要更加严格地监控投
资环境的改善、办理投资许可证的便利性、经济的
激励措施、定期提供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区域以
及数据获取等的便利程度。

因此，须努力实现国家预算规定的生产目标，
以便为所有印尼人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利益和福利。

注：碳氢化合物是指石油天然气吗？
“碳氢化合物(又称烃)是一类物质的总称,这类

物质也就是烃类物质。石油、天然气主要成分是烃
类物质,也就是碳氢化合物,同时石油、天然气还含
有其他的物质,因此碳氢化合物只是石油、天然气
的组成部分,而不等同于石油天然气。

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
（Anies Baswedan）和雅
加达区域领导协调论坛
（Forkopimda）人员在哈
林机场欢送副总统马鲁
夫一行人。

经过约7小时20分钟的
行程，副总统于当地时
间18:00左右抵达羽田国
际机场。抵达日本后，
副总统受到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驻日本和密克罗
尼 西 亚 联 邦 大 使 赫 里
（Heri Akhmadi）和印度
尼西亚驻东京国防武官
安迪（Andi Nur Abadi）
上校的迎接。

第二天星期一（26/9
），副总统马鲁夫•阿
敏计划在赤坂离宫（Is-
tana Akasaka）对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Kish ida 
F u m i o）进行礼节性拜
访。在会议上，马鲁夫
和岸田文雄将讨论印尼
和日本之间的一些战略
问题。

第三天星期二（27/9
）当地时间14 : 0 0，副
总统马鲁夫和夫人在日
本武道馆（Nippon Bu-
dokan）参加安倍晋三的
国葬葬礼。众所周知，
安倍晋三于2022年7月8

副总统马鲁夫赴日本出席安倍晋三葬礼
【安塔拉通讯社】副总统马鲁夫•

阿敏（Ma’ruf Amin）在Wury Estu 

Handayani夫人和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于

周日（9月25日）上午8时25分从雅加达

哈林机场乘坐BBJ2/A-001总统专机飞

往日本东京羽田（Haneda）国际机场。

副总统此行是为了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

晋三（Shinzo Abe）的国葬葬礼。

副总统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周日（25/9）乘坐
BBJ2/A-001总统专机从雅加达哈林机场出发前往东京。

日在日本奈良发表竞选
演讲时被一名男子枪杀身
亡。

参加安倍晋三的葬礼
完毕后，马鲁夫将于当地
时间18时13分在赤坂离
宫出席迎宾仪式。

第四天星期三（28/9
），副总统马鲁夫•阿敏
及其随行人员计划于当地
时间08:00左右返回雅加
达。

陪同副总统访问日本
的还有副总统秘书处负
责人埃拉尼•尤斯蒂卡

（Ahmad Erani Yustika）
、政府政策支持和国家洞
察力副主任Velix Vern-
ando Wanggai、外交部
国家礼宾和领事事务总局
局长安迪•拉赫米安托
（Andy Rachmianto）、
副总统官僚改革专员穆罕
默德•纳西尔（Mohamad 
Nas i r）、副总统通讯和
信息专员马斯杜基•拜
德洛维（Masduki Baid-
lowi）、副总统政治和机
构关系专员罗比金（Ro-
bikin Emhas）。（pl）

【点滴网雅加达讯】
国会议长兼斗争民主党
（PDIP）中央理事会主席布
安.马哈拉妮（Puan Maha-
rani）与民族复兴党（PKB）
总主席穆海敏.依斯干达
（Muhaimin Iskandar）会晤
时，谈到在2024年大选建立
合作的可能性。

布 安 . 马 哈 拉 妮 周 日
（9月25日）在雅加达南
区的Kalibata烈士陵墓 附
近说，“是的，有可能联
盟。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
可能的。所以能够与穆海
敏.依斯干达会面是一个
信号，表明未来可能会有

其他的政治动态。对吗，
穆海敏先生？”

“是的，”坐在布安身
边的穆海敏说。

布安表示，每次会议都
将打开与合作相关的交流
空间，同时凝聚了未来的
愿景和使命。她说，这取

决于未来的政治动态。未
来存在的政治动态还有1
年的时间，我认为我们可
以继续建立一种开放的方
式，将相同的愿景、使命
和理想等同起来。

穆 海 敏 . 依 斯 干 达 表
示，这次会面是今后继续
交流的起点。他希望PDIP
可以和PKB及大印尼行动
党（Ger i nd r a）联盟。穆
海敏说，联盟的旅程还有
一年。这可以是一个试
点，发展将是动态的。很
明显，我们希望PDIP可以
继续与PKB交流，就像现
在一样。（pl）

布安与穆海敏会晤商讨联盟可能性

布安.马哈拉妮和穆海敏.依斯干达一边谈话一边吃美食。

【印尼CNN新闻网】一
辆佐科威总统五十铃福豹
（Isuzu Panther）的二手
车于9月25日在梭罗市长
官邸泊车，适逢2022年梭
罗大拍卖开幕式，由印尼
古董车爱好者协会（PP-
MK I）特别展示这辆佐科
威总统二手车。

根据印尼古董车爱好
者协会主席阿明·苏里诺
（Amin Suryono）于昨日
阐述，这辆汽车将卖给出
价最高的买家，这拍卖活
动直到10月30日结束。

“这辆二手车卖价为3
亿盾，我们希望这辆汽车
可以卖到10亿盾。”阿明

这样说道。
阿明表示，此次拍卖所

得将用于在中爪哇省文落
基里（Wonogir i）兴建教
徒做礼拜的地方。佐科威
当选为雅京特区省长后，
来自一名文落基里企业家
苏帕诺（Sup a r n o）购买
在1995年生产的五十铃福
豹，他承认努力保养这辆
汽车。在保养中没有配件
更换，仅在汽车左右前门
挂着佐科威总统二手车的
标语。

此 外 ， 苏 帕 诺 仍 对
这辆汽车在车牌登记证
（STNK）和机动车准证
（BP K B）仍然用佐科威

佐科威总统二手车拍卖价为3亿盾

佐科威总统二手车在梭罗市长官邸泊车。

总统的名字，由于这辆汽
车在2021年的车牌登记证
过期，苏帕诺对这辆总统
二手车的名字进行更换。

除了总统二手车以外，还
有在梭罗市长官邸展示在
1940年至1990年生产的25
辆古董车。（yus）

【安塔拉通讯社】肃贪
会（KPK）主席菲尔利.巴
胡里（Firli Bahuri）提醒
政府官员不要舞弊农民福
利计划的预算。

菲尔利在每年 9月 2 4
日全国农民日纪念活动
的一份声明中说，我确
保肃贪会将追踪、逮捕
和严惩任何敢于骚扰的
人，更不用说从农民福
利 计 划 中 舞 弊 国 家 预
算，贪污罪犯将受到最
严厉的惩罚。

以农民迄今为止对国
家的贡献和实际作用，菲
尔利说，不应该让国家的
粮食英雄失望，更不用说
生计被抢夺。我提醒并警
告任何人，尤其是政府官
员，包括处理农民生计的
相关官员，不要试图或敢
于剥削国家通过农民福利
计划赋予国家粮食英雄的
权利。

菲尔利确保，如果肃贪
会有足够强有力的证据，
肃贪会将追捕任何破坏农

民福利计划的贪污嫌疑
人。贪污嫌疑人将受到最
长刑期，退还国家资金和
罚款的惩罚。

在这方面，菲尔利提
到农业部前园艺总干事
哈萨努丁（H a s a n u d d i n 
I b r a h i m）涉嫌腐败的案
件。他说，在20 2 2年披
露的20 1 3财年农业部用
于控制植物干扰生物的
生物肥料采购中涉嫌腐
败的案件，他直接命令
KPK执法副主任强行拘留
成为贪污嫌疑人的相关
官员。

菲尔利认为，事实证
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
等困难时期，全国农民
的真正贡献在支持和振
兴国民经济方面处于最
前沿。菲尔利说，愿真
主保佑，KPK将监督整个
预算以改善全国农民的
福利，以便从沙邦到马
老奇，从Mianga s到罗特
岛所有农民的繁荣能够
真正实现。（pl）

【印尼C N N新闻网】梭罗市
长吉布兰（Gib r a n Rakabum-
ing Raka）于上周五（9月23
日）前往西爪哇省S e n t u l 与政
治观察家洛基·格隆（ R o c k y 
G e r u n g）进行会谈，洛基·格
隆与吉布兰谈论国家新首都的建

设。洛基·格隆要求这位佐科威
总统长子吉布兰把梭罗打造成为
一个数字的城市，洛基·格隆评
价向吉布兰提出这意见非常好。

考 虑 到 吉 布 兰 的 年 龄 还 年
轻，洛基·格隆深信吉布兰被视

为可以在梭罗实现这个目的。为
期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洛基·格
隆承认没有与吉布兰谈论政治议
题。

吉布兰此前抵达洛基·格隆
私邸，他们讨论从印尼的政治和

经济情况。洛基·格隆曾与海事
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
丹（Luhu t B i n s a r  Pand j a i t a n）
进行会谈，通过社交媒体上讨论
鲁胡特的部长生涯。（yus）

KPK警告不要对农民福利预算图谋不轨

肃贪会（KPK）主席菲尔利.巴胡里（Firli Bahuri）

【罗盘网】国防部长帕
拉波沃（Prabowo Subian-
to）于9月24日代表佐科威
总统出席在西爪哇省万隆
举行的第16届伊斯兰联合
会（Pers i s）和第13届伊
斯兰妻子联合会（Persis-
tri）全国工作会议，帕拉
波沃在当天发表演讲。

“帕拉波沃转达佐科威
总统向所有参与者温馨的
问候，总统指令他出席并
发表演讲。”帕拉波沃在
致辞中如斯说道。

帕拉波沃承认在这次第
16届Pers i s全国工作会议

中代表佐科威总统发表演
讲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帕
拉波沃代表佐科威总统对
Persis的评价，被视为在国
防方面最大的组织。

帕拉波沃在这次会议
上还提到民族团结和完
整性的议题。帕拉波沃
承认自己与佐科威总统
在政治生涯中有不同的
观点也是平常的，但是
我们都必须互相尊重。
一个成功的国家是拥有
一个互相尊重，始终维
护国家民族的团结及和
平的领导人。（yus）

帕拉波沃代表总统出席

第16届伊斯兰联合会全国工作会议

帕拉波沃于24日出席在西爪哇省万隆举行的第16届伊斯兰联
合会和第13届伊斯兰妻子联合会全国工作会议并发表演讲。

梭罗市长吉布兰与洛基·格隆会谈

政治观察家洛基·格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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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我国电动汽车 (EV) 生态系统的发展，截至 
2022年9月，国营电力公司（PLN）已实现在印度尼西
亚建立15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站（SPKLU）。PLN致力于
继续为SPKLU添加连接到PLN Mobile和Charge IN应用程序
的数字支付服务。图为周日（25/9）公民在雅加达公
共电动车充电站 进行自助服务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PLN已建立15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站

贸易部长上周五（23
日）在巴厘省努沙杜阿
说：“我对印尼和印度
贸易代表团签署了8份
贸易谅解备忘录，总额
约 达 1 0 亿 美 元 表 示 祝
贺。”

在巴厘省巴东县努沙
杜阿（Nusa Dua）二十国
集团（G20）贸易、投资
和工业部长级会议（TI-
IMM）间隙举行的贸易谅
解备忘录签署仪式，表
明两国历史悠久、经济
相辅相成的良好关系。

“印度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贸易伙伴。我和印
度贸易部长皮尤什·戈
亚尔（Shri Piyush Goy-
a l）同意促进两国之间
的贸易，并计划在不久

的将来举行一次部际会
议，以制定增加两国贸
易的战略，”祖尔基弗
利说。

我国和印度还定下指
标，两国的贸易总额达
到500亿美元。

上述易谅解备忘录是
Asia Confectionery LLP
与Niramas Utama公司
（INACO果冻产品）、
国粮署（Perum Bulog）
与 Allanasons Pvt Ltd（
冷冻水牛肉）、A P I -
CAL Group（AAA Oils 
& Fats Pte Ltd）与ANA 
Oils and Fats（棕榈油）
、Trishakti Sejahtera In-
donesia 与 Suraj Interna-
tional Trading Agency（
家具）的。

接着是Royal Exotic 
Indonesia公司与 Synova 
Crop Science Pvt Ltd（金
刚菩提子）合作、Agro 
Inti Semesta与 NCS In-
dustries Pvt Ltd、Mirra 
Oils Pvt Ltd 和 Pyramid 
Energy General Trading 
LLC（棕榈油）的贸易谅
解备忘录。

贸易部长祖尔基弗利

称，印度是我国的战略伙
伴，所以两国企业之间的
密切互动是增加可持续双
边贸易的重要资产。

“ 我 相 信 这 项 贸 易
备忘录的签署可以进一
步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
合作，并能够对印尼和
印度的经济产生积极影
响，”贸易部长祖尔基
弗利解释说。(er)

我国与印度企业

签署贸易谅解备忘录总值10亿美元
【安塔拉社巴厘省努沙杜阿讯】我国与

印度企业签署贸易谅解备忘录，总值达

10亿美元。签署仪式由贸易部长祖尔基

弗利·哈桑（Zulkifli Hasan）见证。

我国与印度贸易代表团签署贸易谅解备忘录，总值达10
亿美元。贸易部长Zulkifli Hasan见证。

【安塔拉社巴厘讯】我
国与韩国的企业家签署了
三份商业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MoU），潜在交易额
达到700万美元。

贸易部长Zulkifli Hasan
对记者表示：“我欢迎签
署该三份谅解备忘录，可
以带来总额700万美元的
潜在交易。韩国感兴趣的
产品，如干邑白兰地、木
薯片，及冷冻加工红薯，
这些都是我国的优质产
品。”

上述商业合作是采购我
国几种加工食品。

他在巴厘巴东努沙杜阿
出席G20贸易、投资和工
业领域部长级会议（TI-
IMM）后见证了该谅解备
忘录的签署。

该商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签署是贸易部长Zulkifli 
Hasan与韩国贸易部长Ahn 
Dukgeun在上述TIIMM会议
间隙举行的双边会晤的结
果。

两国同意加强两国之间
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

在贸易领域。
签约是我国三名企业家

与韩国两名企业家之间进
行的。

Satoria Konjac Industri
公司与With Us有限公司签
订了一份购买干邑产品的
谅解备忘录，潜在交易额
为 200 万美元、Indorasa 
Utama公司与With Us有
限公司签署了一份购买木
薯片产品的谅解备忘录，
潜在交易额达到200万美
元，及Seed Origin In-
ternational公司与Wellygo 
Inc公司签署了购买冷冻加
工红薯的谅解备忘录，潜
在交易额为300万美元。

“我国赞赏了该三份贸
易合作协定的签署，并希
望通过执行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
印尼-韩国全面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IK-CEPA），
建立类似的合作将更加开
放，”他阐述。

在2022年1月至7月份期
间，我国与韩国的贸易额
达到140.3亿美元。(vn)

【安塔拉社巴厘省巴东讯】
国 粮 署 商 务 总 监 菲 比
（Febby Novita）与印度
企业Allanasons Pvt. Ltd
董事 Fauzan签署关于企业
对企业贸易协议的谅解备
忘录。

这份贸易谅解备忘录
签署仪式在巴厘省巴东县
努沙杜阿（Nusa Dua）二
十国集团（G20）贸易、
投资和工业部长级会议
（TI IMM）间隙举行。贸
易部长祖尔基弗利·哈
桑（Zulkifli Hasan）和印
度贸易部长（Shri Piyush 
Goyal）见证简约。

国粮署商务总监菲比
表示：“这份贸易协议旨

在维持两国之间几种重要
基本商品的价格和供应稳
定，以及国营企业在支持
二十国集团峰会一系列活
动的形式。”

她续说，在两国之间

的经贸关系中，国粮署和
印度企业Allanasons Pvt. 
Ltd将作为贸易伙伴相互支
持并积极合作。

“双方将继续努力实
现维持粮食安全和几种基

本商品价格稳定的共同目
标，包括对动物蛋白的需
求，”菲比说。

Allanasons Pvt. Ltd董
事 Fauzan解释，公司与国
粮署建立的合作关系，对
于支持印尼和印度双边经
贸合作的稳定和快速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司非常渴望继续
加强友好关系和长期合
作，来建立健康稳定的协
会，”他说。

这份谅解备忘录签署
后，国粮署和Allanasons
将继续合作，通过满足
粮食需求与增加印尼与印
度两国之间贸易的愿景同
步，努力提高能力。(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贸易部长Zulkifli Hasan与
阿联酋对外贸易国务部长
Thani bin Ahmed Al Zey-
oudi见证我国与阿联酋企
业家之间签订企业对企业
（B2B）谅解备忘录，总额
360万美元。

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
由我国11家企业家作为供
应商与阿联酋两家企业家
之间进行。

他在雅加达发布声明中
说：“签订这项贸易协定
表明了两国企业，包括中
小型企业之间建立的良好
合作。我国政府将总是支
持企业加强与伙伴国家的
商业互动。”

在贸易合同中的我国
11家企业家是Liza Chris-
tina公司、Target Makmur
公司、Mitra Sukses Dunia
公司、Great Giant Pine-
apple公司、Mega Global 
Food公司、Tays Bogiya-
nti Solaras公司、Daimatu
公司、 T e c h n o p l a s t 公
司、Wirasindo Santakar-
y a公司、Has i u a n设计公
司、C-生活家具和定制工
作公司。

另一方面，来自阿联酋
的两家企业家是Yas Export 
International公司和 Tarrab 
Trading Co有限责任公司。

其产品是服装、水果、
杂货食品、鞋类、塑料器
具、家具、灯饰和手工艺
品。

见证谅解备忘录前，贸

易部长Zulkifli Hasan与阿联
酋对外贸易国务部长Thani 
bin Ahmed Al Zeyoudi举
行讨论有关我国与阿联酋
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议（IUAE-CEPA）的进
展情况。

上述双边会议是在2022
年9月21日至23日举行的
TIIMM会议后进行的。

“我们深信，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议将使两国有
机会共同发展，及把双边
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他称。

贸易部长还解释说，现
今我国还执行IUAE—CEPA
协议的批准程序。

“我们将继续监督，上
述批准程序能根据目标完
成，”他这么说。

在2022年1月至7月份期
间，我国与阿联酋之间的
贸易额达到28亿美元，比
去年同期上升了29.85%。

在2021年两国之间的贸
易总额达到40亿美元，比
2020年增长了37.88%。

在2021年我国对阿联酋
的出口额达到19亿美元，
比2020年上升了52.15%，
而我国从阿联酋的进口额
达到21亿美元，比2020年
增长了27.33%。

在2021年我国对阿联酋
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珠宝、
棕榈油、汽车、电话连接
设备和电视应用。印尼从 
PEA 进口的主要商品是
半成品铁、铝、黄金、硫
磺，及丙烯聚合物。(vn)

【安塔拉社巴唐讯】
中爪省巴唐综合工业区
（K I T B）公司准备加快
Grand Batang City综合
工业区的天然气管道、
自来水管网和废物处理处
置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工程预计在 2023 年完
成。

KITB公司总经理Ngu-
rah Wirawan于日前在巴唐

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表示，
目前，公司仍在研究与加
快KITB作为国家战略项目
（PSN）建设相关的总统
条例规定。

“我将向两位统筹部
长报告。根据总统条例的
规定，他们是统筹部管辖
5个部委协调小组的负责
人。我希望KITB的建设能
够迅速进行，”他说。

他对前任董事会的表
现表示赞赏，因为在两
年内，他们在这个工业领
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对我来看，他们所做
的，还加上巴唐县政府、
中爪省政府和技术部委，
特别是公共工程与民房部
的支持，都非常好，”他
说。

KITB综合工业区建设一
期项目占地450公顷。已
有7家投资者签署了Grand 
Batang City工业用地协议
（PPTI）。

他继续说，现在大约
有 9 个投资者正在与KITB
公司达成协议的过程中，
因此希望今年进驻Gra n d 
Batang City的潜在投资者
增至16个。(er)

【安塔拉社莫斯科讯】
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家评
价，在印尼国家新首都
（IKN）的投资机会非常
有吸引力，他们正在寻找
在我国新首都项目的切入
点。

俄罗斯-东盟商业委
员会首席执行官Dan i y a r 
A k k a z i e v在俄罗斯莫斯
科国家酒店与东盟记者
代表团举行晚餐会上表
示：“俄罗斯企业家已

经讨论该问题。把首都
从雅加达搬到新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对俄罗斯企业家来说，
这飞铲更有趣。”

俄 罗 斯 工 商 会 馆 在
1 9 9 8年成立的俄罗斯-
东盟商业理事会是向俄
罗斯企业家和商业在发
展多方面贸易，及与东
南亚联盟国家建立经济
和投资合作提供实际帮
助的组织。

他称，俄罗斯企业家一
直关注印尼首都搬迁计划
的发展。

他认为，佐科威总统在
几个月前访问位于东加省
迁址地点，已经确定了迁
都项目已经真正开始。

他了解，搬迁首都不能
仅靠政府的融资，需要外
国的投资，包括来自外国
的企业家。

“这很有趣。俄罗斯
有从事基础设施、桥梁、

通信系统，及铁路系统领
域的公司。俄罗斯公司正
在研究什么可以作为切入
点，”他阐述。

他称，俄罗斯企业家
需要有关印尼政府可以提
供激励措施的理解，如税
收、投资，及其他激励措
施。

“关键是是否印尼政
府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
特殊的激励措施，”他
称。(vn)

国粮署与印度企业签署企业对企业贸易谅解备忘录

图示：国粮署与印度企业Allanasons Pvt. Ltd代表签署谅解备忘录。

KITB准备加快

Grand Batang City综合工业区基建建设

俄罗斯企业家评价

在印尼国家新首都投资机会非常有吸引力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北塔米纳天然气分控股公
司—PGN公司在2022年上
半年的净利达到2.386亿
美元或3.45兆盾（1美元
兑14450盾）。

PGN公司在今年上半年
的净利继续运营或者财务
方面取得的积极趋势，比
去年同期的1.965亿美元
更高。

上述净利的增加来自公
司的收入达到17.402亿美
元、毛利达到4.209亿美
元、营业利润达3.398亿
美元，及利息、税项、折

旧和摊销前利润（EBIT-
DA）达到6.602亿美元。

PGN公司总裁M Haryo 
Yunianto在雅加达发表声
明说：“在20 2 2年上半
年，PGN公司成功延续取
得积极的业绩。公司的战
略努力和运营业绩的恢复
成功对财务业绩做出了积
极贡献。天然气交易量达
到930 BBTUD，包括来自
天然气使用量协议的贡献
在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1%。此外，传输量达
到1.358 MMSCFD，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0.8%。”

从上游业来看，在2022
年上半年期间，油气产量
从2万1610 BOEPD增至2万
8792 BOEPD，及印尼原油
价格的上涨。

石油运输业绩的实现也

比之前的9321 BOEPD大幅
增加到2万7289 BOEPD。
同样，液化石油气加工的
业绩每天达到140吨，比
2021年同期每天只有114
吨更大。(vn)

北塔米纳天然气分控股公司

在2022年上半年净利增至2.386亿美元

图示北塔米纳天然气分控股公司—PGN公司。

我国与韩国企业家

签署商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总额700万美元

我国与阿联酋

签署贸易合同总额360万美元

图示贸易部长Zulkifli Hasan与阿联酋对外贸易国务部长Thani 
bin Ahmed Al Zeyoudi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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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an网雅加达讯】由于最近盛

行的黑客（hacker）现象而容易受到

攻击的个人数据的安全性。金融服务

管理局 (OJK) 有与网络安全相关的

监管指示。

金融服务管理局颁布

商业银行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咨询文件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
的利用和使用需要通
过实施有效的风险管
理来减轻包括网络安
全在内的各种潜在风
险。

金融服务管理局银
行业监管执行主任兼

委员会成员Dian Edi-
ana称，金融服务管理
局已颁布一份与商业
银行网络安全风险管
理相关的咨询文件，
其中包含银行在实施
网络风险时必须达到
的最低标准管理。

D i a n 解 释 说 ， 首
先，网络安全管理与
银行对银行网络安全
组件或控制的合规性
有关。第二是网络风
险评估，包括对固有
网 络 风 险 的 衡 量 和
对 银 行 网 络 安 全 的
应 对 措 施 水 平 的 评
估 。 第 三 ， 网 络 安
全 演 习 包 括 对 具 有
一 定 标 准 和 水 平 的
银 行 安 全 系 统 进 行
可衡量的测试。

众 所 周 知 ， 今 年
金融服务管理局已颁

布《商业银行信息化
实 施 》 条 例 。 该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条 例
（ P O J K ）的颁布旨
在加速我国银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这需要
在《数字银行转型蓝
图》的基础上完善涵
盖数据、技术、风险
管理、协作和制度安
排等方面的法规。

他上周六（24/9）
在与媒体编辑的焦点
小组讨论中说：“在
银行风险敞口不断增
加的情况下，该 POJK 

有望进一步提高商业
银行在信息技术实施
的各个方面的弹性和
运营成熟度，包括人
力资源、流程、技术
和物理或环境方面，
包括与网络安全相关
的风险”。

该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条例规定11 项主
要安排，从信息技术
（IT）治理、IT 架
构和战略计划、网络
弹性和安全性到数字
成熟度水平评估等方
面。（asp）

FED意图被彻底认清
国际金价承压

周五( 9月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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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美元/盎司不
远；美元指数续创2002年6月上旬
以来新高至111.891，美联储激进
加息预期打压非孳息资产黄金的吸
引力。

北 京 时 间 1 5 : 5 8 ， 现 货 黄 金
下跌0 . 1 9%至1 6 6 7 . 8 1美元/盎
司 ； C O M E X 期 金 主 力 合 约 下 跌
0.33%至1675.6美元/盎司；美元指
数上涨0.47%至111.797。

续创逾20年新高
美元指数站上112关口 

周五(9月23日)欧市，美元继续攀
升，美元指数站上112关口，美联储
鹰派立场继续支持美元。同时，日本
政府干预后，日元持稳。

截至北京时间17:20（美国东部
时间上午05:20），衡量美元兑六种
贸易加权主要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
期货升0.57%，报111.740；美元指
数升0.51%，报111.92，最高升至
112.10，续创逾20年新高。美债基
准收益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
3.724%，创十四年新高。

美元/日元升0.38%至142.88；欧
元/美元大跌0.79% 至 0.9758，失
守0.98关口。英镑/美元下跌 0.58% 
至1.1193。对风险情绪高度敏感的澳
元/美元下跌 0.94% 至0.6581；美
元/人民币 上涨 0.57% 至7.1181；
美元/里拉升0.31% 至18.3997。

简讯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报告称，2022
年8月份经济流动性或广
义货币供应量（M2）同
比增长 9.5% 达7894.1 
兆盾。

然而，与2 0 2 2年 7 
月的9.6%增幅相比，
这一增长略有放缓。
这一发展是由同比增长 
13.7%的狭义货币供应
量（M1）推动的。

印 尼 央 行 通 信 部
执行主任欧文（ E r -
win Haryono）上周
五（24/9）在雅加达
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表
示，2022年8月的M2增

长主要受到贷款发放、
政府财政和外国净资产
发展的影响。

2 0 2 2年 8月贷款发
放同比增长10. 3%，
此 前 7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10. 4%。贷款仅限于
贷款，不包括债务证
券、银行承兑汇票、回
购债权等与贷款等价的
金融工具。

此外，他继续说，
提供的贷款不包括在国
外设立的商业银行办事
处提供的贷款以及向中
央政府和非居民提供的
贷款。

与此同时，来自货
币体系的中央政府票据

净额同比下降22.4%，
而7月份同比下降11%
。在2022 年7月同比下
降 4.6%之后，外国净
资产也同比下降4%。

另一方面，欧文表
示，M1 增长来自 2022 
年8月货币流通量同比
增长7.3%至805.5兆
盾、盾币活期存款同比
增长24.1%至1473.7 
兆盾以及可以随时提
取的盾币储蓄同比增
长9.9%，达2161.1兆
盾。

盾币活期存款的快速
增长来自电子货币浮动
资金同比增长23.1%至 
9.7 兆盾。（asp）

印尼夏利亚银行（PT Bank Syariah Indonesia Tbk (BSI)，股代号BRIS）已获得股东
批准将通过优先认购权(HMETD)或配股 60 亿盾发行新股。该银行将通过发行新
股最多 60 亿盾为每股500 盾的新 B 系列股票进行供股。图为上周五（23/9
）印尼夏利亚银行董事总经理Hery Gunardi（左）与监事长Adiwarman Azwarkarim
在雅加达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后交谈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BSI将实施配股60亿盾

2020年8月份

货币供应量增长9.5%达7894.1 兆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印度尼西亚银
行（央行/BI）指出，2022年3月1日至9
月15日盾币法定储备金（RRR/GWM）的
逐步调整和对法定储备金的激励措施已
吸收银行业流动性约269.3兆盾。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瓦尔吉约（Perry 
Warjiyo）上周四（22/9）在雅加达举行
的 BI 理事会会议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该流动性的吸收不会降低银行业
向商业世界发放贷款或融资以及参与购
买国家有价证券（SBN）为国家收支预算
融资的能力”。

2022年8月，流动资产与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的比率（AL/DPK）仍然很高，达
26.52%。第三方存款者资金也同比增长
7.77%，尽管低于2022年7月的8.59%。

他表示，存款放缓的原因是公共消
费、企业资本支出的增加，以及国家有
价证券所有权价值所表明的将资金投入
其他金融资产的偏好。

不仅在流动性方面，银行业的韧性也
体现在资本方面，资本仍然保持良好，
这反映在2022年7月的资本充足率 (CAR) 
仍保持在 24.86% 的高位。

他说：“印尼央行模拟结果还表明，
银行业的韧性仍然保持。但是，仍然需
要关注一些风险因素，无论是国内宏观
经济状况还是外部冲击，对未来中介复
苏步伐的潜在影响“。

贝利称，除了强劲的资本外，风险仍
在可控范围内，这反映在2022年7月的不
良贷款 (NPL) 比率分别总额为2.9%和
净额为0.82%。

此外，经济流动性也保持宽松，体现在
狭义（M1）和广义（M2）货币供应量分别
同比增长13.7%和同比增长9.5%。（asp）

法定储备金要求的调整

已吸收银行业流动性269.3兆盾

【K o n t a n 网雅加达
讯】一些央行正忙于上
调基准利率。其中，今
年9月美联储（The Fed）
将利率调升 75 个基点 
(bps)。在国内，印度尼
西亚银行（印尼央行/
BI）将利率上调50 个基
点。

在上周四（22/9）的
交易中，股市仍然能够
做出积极的反应，综合
股价指数（IHSG/JCI）
上涨0.43%。然而，上
周五（23/9），综合股
价指数收盘下跌 0.56% 
至7178.58 点。

Kanaka Hi ta Solve ra 
证券公司分析师Ra d i -
tya Kr isna Pradana 上
周五 (23/9)强调，高
利率可能对股市构成威
胁，因为它有可能导致
资金外流。但是，应该
指出的是，印尼央行加
息 5 0 个基点是一种预
防措施，以应对燃油价
格上涨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

Raditya 称，这种高利
率将对技术发行人和拥
有高资产负债率 (DER) 
的 发 行 人 产 生 负 面 影
响。另一方面，由于公
众将注意力转向定期存
款，该政策对银行发行
人产生积极影响。

考虑到当前的宏观经
济状况，Raditya 还预计
非周期性（non-cycl i-
c a l s）消费类债券的发
行人可能会获得积极影
响。

Raditya说： “通货
膨胀降低了人们的购买
力，因此我们的预测是
人们将首先专注于满足
基本需求”。

与此同时，印尼N H 
Korindo证券公司分析师 
Cindy Alicia Ramadhania 
提醒说，高通胀可能会
削弱人们的购买力。特
别是如果它没有伴随着
收入的增加。

即便如此，在受控的
冠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和保持相对良好
的经济复苏的情况下，
消费类股仍表现出积极
的情绪。另一方面，卫

生部门的前景取决于发
行人在 COVID-19 病例
放缓后如何保持业绩。

Cindy 说：“当前
消费和健康领域的挑战
更多地与原材料价格上
涨 和 消 费 者 购 买 力 有
关”。

Ajaib证券公司金融专
家 Ratih Mustikoning-
sih 也有类似的记录。利
率上升可能会对股市产
生负面影响。原因是市
场参与者倾向于在收益
率和定期存款利率上升
的情况下转向持有更安
全、风险更低的资产，
例如债券和定期存款。

Ratih 分析，在当前的
高利率趋势中，有四个
行业相对具有弹性。第
一是初级消费品领域的
发行人。据Ratih说，该
行业仍然具有吸引力，
再加上棕榈油 (CPO) 商
品价格下跌的情绪。

Ratih 说：“这对主要
发行人来说是一个积极
的催化剂，因为它抑制
了销货成本，利润率将
增加，”。

其 次 ， 卫 生 部 门 ，
根据 Ratih 的说法，在
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情
况下，它仍然是值得选
择的部门。随着大流行
后健康意识的提高，对
卫生部门的需求也会增
加。

在 行 业 方 面 ， P T 
Astra International Tbk 
(ASII) 和 PT Elang 
Mahkota Teknologi Tbk 
(EMTK) 等大型企业集
团也在积极向健康领域
扩张。

第 三 是 能 源 板 块 。
尽 管 全 球 经 济 低 迷 潜
伏，但对印尼主要出口
商品（如煤炭）的需求
很高。尤其是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导
致能源商品供应中断，
当时欧洲的需求上升到
冬季。

第 四 是 电 信 板 块 。
在数字经济加速的推动
下，蜂窝数据使用的趋
势正在增加，而印度尼
西亚的互联网普及率在
未来仍有潜力。（asp）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B a h a n a 证券公司
（PT Bahana Sekuritas）
预计，2022年9月该利率
上调50 个基点后，印度
尼西亚银行（印尼央行/
BI）料将在2022 年第四
季度和2023年首季度将其
基准利率调升75个基点 
(bps)，以致到2023年基准
利率达5%。

Bahana证券公司上周
五（23/9）在雅加达收
到的评论中写道：“鉴
于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
可能带来的风险规避，
希望今年政府将采取谨
慎的货币政策。”

此前，美国中央银行
或美联储（The Fed）的
点阵图显示出比市场预期
更为强硬的立场，这意味
着印尼央行可能需要保持

谨慎。
在每个季度末，美联

储将提供其利率政策方向
的预测，如点图所示。点
图中的每个点代表美联储
利率观点的每个成员。

在公布的点状图中，美
国金融管理局暗示其新预
测将大幅上调，这显示其
政策利率在今年年底升至 
4.4%，然后在2023年达到 
4.6%，高于6月的预测分
别为 3.4% 和3.8%。

印尼央行政策加息幅
度超出预期后，市场反
应积极，综合股价指数
（IHSG/JCI) 上涨 0.43%
，外国净流入为 8.350 
亿盾。

与此同时，在新兴市
场或发展中市场货币大
幅贬值的情况下，盾币
兑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在 

15023 盾。
Bahana证券公司认为，

基准利率的增长高于普
遍预期的 25 个基点的增
长。高于预期的政策利率
调整是印尼央行支持通胀
预期和使核心通胀正常化
的前期、先发制人和前瞻
性政策的一部分。

Bahana证券公司补充
说：“印尼央行似乎对
潜在的增长风险保持冷
静，加息是在强劲的国
内需求和信贷增长超过
印尼央行最初预测的情
况下进行的。”

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
的传导通常持续大约四个
季度，Bahana证券公司认
为提前加息是适当的，以
尽早遏制通胀预期，并
保护盾币免受外部风险增
加。（asp）

Bahana证券公司预计

印尼央行料将调升利率至 5%

据国有当铺公司（PT Pegadaian (Persero)）官网显
示，截至上周四（22/9），Antam的1克黄金版售
价为96.5万盾，比前一天减少5000盾，而瑞银
（UBS）印刷金色版的售价为920盾，比之前的价
格下降1000盾。图为上周四（22/9），一位职员
在位于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Palu）的 国家当铺
公司UBS 印刷金色展台附近工作。

国有当铺公司黄金价格下跌

印尼央行调升基准利率后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转向避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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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乐观态度，该经销
日立（Hitachi）品牌重型机
械和售后服务的企业，即
Hexindo Adiperkasa公司预
测，2022年财年的销售额
能达到5.319亿美元。

日前，Hexindo Adiper-
kasa公司经理德威.萨梭诺
（Dwi Sasono）称，Hexindo 
Adipe rkasa公司计划，每
个月将对该预测数目进行
评估。“如果市场趋势持
续良好，则我们将提高评
估，如果相反，则我们也
必须面对现实。”

2 0 2 2 年 财 政 年
度，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预测的销售数目比2021
年财年的实际销售额提高
14.8%，Hexindo Adiper-
kasa公司的净销售仅达到
4.6326亿美元。

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乐观认为，主要是煤
炭的矿物价格上涨，能
推动重型机械需求，为
此，Hexindo Adiperkasa公
司已准备实施数项策略，
争取矿业市场领域的盈利。

德威声称，Hexindo Ad-
iperkasa公司计划，将持续
不断的与矿业领域的客户
们会晤，俾能讨论他们对
重型机械的需求。

除此之外，Hexindo Ad-
iperkasa公司也为矿业领域
的客户准备特别的合同，
德威并没有详述所指的特
别合同。“接下来，我们
将持续不断的为矿业领域
的客户们提供技术性的咨
询。”

2 0 2 2 年 财 年 首
季，Hexindo Adiperkasa公司
已记载1.1410亿美元的净销
售，比2021年财政年首季的

商品价格高涨

HEXA争取矿业领域商机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H e x i n -

do Adiperkasa（HEXA）公司乐观表

示，2022年财年（2022年4月至2023年3

月）的商业前景有比去年更好的潜力。

7384万美元剧升54.51%。
该净销售大部分来自

重型机械销售，达到7360
万美元或者是相等于2022
年4月至6月期间，Hexindo 
Adiperkasa公司仅销售总数
的64.40%，余下是来自零
部件销售、维修保养服务
和重型机械租赁服务。

20 2 2年财年首季的重
型机械销售，受到挖掘机
（excavator）的销售支配，
达到5 3 9台（包括8台租
赁），接下来是139台的微
型挖掘机销售和9台轮式装
载机。

该挖掘机大部分是向农

工业领域销售，占36%，
接下来是矿业领域占22%
，建筑业领域占22%，林
业领域占18%和其它占3%
。“2022年4月至6月期间
达致的业绩，令人非常振
奋，远比去年更好，这是
因为至今的预测和事实证
明，在我国主要是在煤炭
工业领域的商品价格仍良
好。”

除 了 推 动 业 绩 之
外，Hexindo Adiperkasa公司
也筹备1640万美元的资本支
出，支撑其它的租赁业，该
资本支出来自公司内部现款
和外来的资金。（sl）

Hexindo Adiperkasa（HEXA）公司的重型机械。

【Ko n t a n雅加达讯】
Inocycle Technology 
Group( INOV)公司看好未
来公司业务的增长机会
仍很高，为此，Inocyc l e 
Technology Group公司也
准备进行扩展为优化公司
业务的发展。

InocycleTechnology Group
公司定下指标,今年收入和
净利可以增长15%。

Inocycle Technology 
Group公司总监Victor Choi
说明,2022年全年,INOV公
司将继续扩展从事回升塑
料瓶(PET)制成再生涤纶
短纤维(Recycled Polyes-
terStaple Fiber/Re-PSF)
的业务。“我们看到我
国市场仍增长，以致有
很大的机会营销我们的产
品。”

他说明，INOV公司已购
买Hilon Indonesia公司的
两个工厂，位于南苏拉威
西省Gowa县和Takalar县，
及一个仓库在东南苏拉威
西省Kendari县。

INOV公司也正在棉兰开
发工厂，每年生产1300吨
无纺布(nonwoven)和3600
吨洗涤(washing)。

在 锡 江 G o w a 工 厂 每
年能生产600吨无纺布和
36 0 0吨洗涤。并在锡江
Takalar工厂生产量为每年
1080吨。

位于Gowa县工厂占地
面积39640平方米和建筑
物面积11359平方米，在
锡江Ta k a l a r县占地面积

36973平方米和建筑物面
积9500平方米。“我们希
望在棉兰Re-PSF工厂可以
于2022年第三季或第四季
开业。”

截 至 2 0 2 2 年 6
月， I NOV公司从今年筹
备的 6 0 0 万美元资本支
出，供开发新厂用途，至
今，已使用280万美元的
资本支出。

为此，INOV公司设法
继续战略步骤，以增加产
量和增设新厂，这是为了
INOV公司的回收中心(re-
cycling center)分布在我
国各地区，通过自己开发
或收购方法。

以扩展计划和准备的
战略步骤，INOV公司定
下指标，今年收入可以增
长15%，并INOV公司预计
净利将比2021年增长大约
15%。“为实现目标，我
们继续扩展业务，因为我
们看到塑料回收市场将持
续增长，随着社区对使用
回收产品的重要性的意识
提高。”

此外，Inocycle Tech-
nology Group公司也推动
回收产品的生产与更有利
环保的原始塑料产品质量
相匹配，INOV公司生产的
产品将成为各制造业的核
材(corematerial)。

除了继续努力在国内市
场的营销，至今已占总销
售的90%，INOV公司也将
设法推动在外国市场的营
销。(lcm)

INOV公司开设新店

定下今年利润提高15%

图为塑料瓶回收企业Inocycle Technology公司工厂。(商报/
MaxManuhutu摄)

【Kontan雅加达讯】电磁
炉和家庭用具企业，摩德纳
（Modena）公司希望，2023
年，能参与电磁炉采购，支
持国电公司（PLN）实施的3
公斤罐装液态天然气转换成
为电磁炉计划。

作为信息，2022年，国
电公司正在为30万户受益家
庭（KPM）采购。明年定下
指标，该计划的受益家庭能
达致500万。

日前，摩德纳公司经理
巴古斯.尤达.帕拉斯多沃
（Bagus Yudha Prastowo）

称，还未参与今年国电公司
的采购产品计划。

目前，摩德纳公司主要
聚焦于供应越来越多向电磁
炉转移的客户需求。“我们
参与2023年的方面的希望很
大。”

巴古斯声称，除了摩德
纳公司接受的利润之外，
该向电磁炉转移，对环保
拥有良好的影响，因使用
绿色能源（green Energi）
，而且也支持全国能源独
立情势。

他强调说，摩德纳公司总

【本报讯】房地产开发商
Riyadh Group Indonesia认真扩
展到美食业务, 最近一段时
间，收购Dapur Mamih Sateku
餐馆55%股权，日前Riyadh 
Group Indonesia收购Hokky 
Boga有限公司60%股份。

Hokky Boga有限公司
已从1995年成立的Mar ta-
bak Hokky集团品牌业主。
目前，Martabak Hokky集团
已在万丹共有30家分支，包
括Martabak Bryan、Martabak 
Hokky Premium、Panggang 
Ricebowl、Depresso Coffee，和
Seafood Bangka Hokky。Riyadh 
Group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
Bally Sahputra Datuk Janosati
称，Riyadh Group Indonesia正
在准备Martabak Hokky集团明
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该步骤是我们扩展业务
的计划，未来在印尼各地区
开设1000家分店为目标。”

周三(2 1 / 9 )，R i y a d h 
Group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
Bally Sahputra和Hokky Boga
总经理Kwan Wen Gunawan 
Abdullah在芝勒贡(Cilegon)
签署谅解备忘录(MoU)。

据Bal ly说，虽然Riyadh 
Group Indonesia业务重点仍

在房地产和酒店业务，但是
自从2022年开始进入美食业
务，希望可以成为未来收入
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Riyadh Group Indonesia收
购后将扩展Martabak Hokky
分店到所有印尼各地区，通

过印尼各地区投资者的网
络合作，包括印尼房地产协会
(REI)和Central Parking，已在印
尼共有超过600家分支。“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开设10家
分店，其中在Halim Perdanaku-
suma机场、苏哈机场、芝勒贡
The Grand Mangkuputra Arcade
酒店，并还有几个地点仍在最
终确定中。”

他说，目前美食业务也

【Kontan雅加达讯】随着
油漆市场持续增长，企业家
设定销售增长。其中之一
是TOA Coating Indonesia公
司。

泰国最大油漆生产企业
TOA集团旗下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定下可以晋进
国内五大市场份额。

TOA Coating Indonesia
公司区域经理Eddy Esaputra
称，至今TOA Coating In-
donesia公司占国内市场总量
的大约2%。“我们的市场
份额仍小，因为我们在我国
油漆行业是初创企业。”

他称，TOA Coating In-
donesia公司在2018年底刚
开工厂，所以，怪不得市
场仍是很小，但是，从所有
东南亚可看出，TOA Coat-
ing Indonesia公司是一家大
企业。

他确实，看到我国市场
相当大，所以，TOA Coat-
ing Indonesia公司在我国投
资总额已达到2500万美元，
若从销售额来看，我国在东
南亚销售前三大。

TOA Coating Indonesia
公司定下指标，今年销售额
增长大约25%至30%。“至

今，我们仍乐观能达到指
标，以每年持续增长25%至
30%。”

他说，目前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产量每月每班
达到250万升，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的工厂计划和
准备为四班。“因此，我们
将继续增加生产和销售，以
及优化产量。”

他说，TOA Coating In-
donesia公司想成为我国消费
者选择的最好油漆生产企业
之一，并持续增长每年30%
以上，TOA Coating Indo-
nesia公司雄心勃勃继续提高
我国的市场份额，以继续执
行密集的品牌创建。

他续说，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将要向我国
民众推介TOA Paint产品系
列，除了供装饰油漆，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也有
各种地板涂料(floor coat-
ing)系列和高性能防护涂层
(high performance protective 
coatings)。

TOA Coating Indonesia公
司将继续优化产能，俾能满
足很大的市场需求量。“我
们也将继续推出高质产品以
未来的创新。”(lcm)

摩德纳计划明年

参与PLN采购电磁炉计划

是为全国能源储备支持政府
的计划，2021年，摩德纳公
司已与国电公司签署谅解备
忘录（MoU），通过教育民
众有关使用电磁炉事宜，提
供营销支持。

除此之外，摩德纳公司
也与国电公司拥有主题为“

电气化时尚生活”（Elec-
trifying Lifestyle）的合作计
划，每购买1台MODENA品牌
电磁炉的客户能获得15万盾
的增加电力奖券，支持佐科
威总统倡议的“方便的电磁
炉”（Nyaman Kompor In-
duksi）计划。（sl）

电磁炉和家庭用具企业，摩德纳公司希望能参与电磁炉采购。

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Riyadh Group Indonesia收购Hokky Boga
正在我国蓬勃发展，尤其具
有独特的概念和味道的品
牌。Riyadh Group Indonesia拥
有酒店行业，是Bally Hotel and 
ConventionCentre(BHCC)。

此外，有消息称，Riyadh 
Group Indonesia计划收购芝
勒贡The New Natrabu Ci-
legon餐馆60%股份，这是
Riyadh Group Indonesia与
Natrabu餐馆的合作。

未来通过The New Natrabu
品牌，Riyadh Group Indone-
sia将在印尼各地区，并在一
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开设餐馆
分店。“The New Natrabu将
走向国际。我们将邀请REI与
世界不动产联盟(FIABCI)在
美食业务投资。因为在外国
租地很贵，FIABCI成员分布

在各国，并有很多财产。我
们将邀请他们进行合作。”

The New Natrabu正在吉隆
坡、槟城、Langkawi、Johor 
Bahru、纽约和伦敦。“我

们希望The New Natrabu
能成为西苏门答腊和印尼
在世界的旅游入径。通过
Minang餐馆，我们走向国
际。”(lcm)

瞄准国内油漆企业前五名

TOA Coating定下今年销售额提高30%

TOA Coating Indonesia公司区域经理Eddy Esaputra(右)在雅加达
马腰兰国际会展中心(JIExpo Kemayoran)举行的2022年国际地
板技术(InternationalFlooring Technology/IFT)。

上周三(21/9)，Riyadh Group Indonesia总经理Bally Sahputra DatukJanosati(
左2)与Hokky Boga总经理Kwan Wen Gunawan Abdullah(右2)，在Riyad-
hGroup Indonesia总监Riyadhi Salman Saputra(左)，和Grand Mangku Putra 
Arcade企业秘书Sasfa Mariandi陪同下，在万丹芝勒贡签署Martabak 
Hokky集团谅解备忘录后握手。(商报/Muhammad Ma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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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标准，从1981
年到2015年，中国贫困
人口减少了8.68亿人，
而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近
11.7亿人，中国占世界
摆脱贫困人口的74%。到
2016年，中国大陆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
99.1%。到2020年底，
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现
象。中国的脱贫成就已成
为当今世界最值得关注的
一道经济社会发展亮丽风
景线。

多年来，西方各界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认识存在分歧；但如今，
西方对新时代中国脱贫攻
坚的成就罕见地达成了共
识。2021年10月，联合国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盛赞中国在消除贫困方
面取得的成就，并呼吁国
际社会携手应对当今时代
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古特
雷斯感谢中国在制定和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
挥的作用，并指出这个亚
洲国家在致力于使人类摆
脱一切形式的贫困方面表
现突出，其意义重大。

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
理的，我们可以将其与近
几十年来西方劳动者遭遇
的权利弱化进行对比。20
世纪60到70年代，为对抗
高通胀和利润率的停滞，
西方资本力量对劳动力成
本进行干预，实施降低工
资、打击工会等措施，二

战后劳资双方一度达成的
协定被资方撕毁。这成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
等和贫困急剧增加的转折
点。自此，新自由主义大
行其道，变本加厉地损害
西方劳动者在二战后30年
间所获得的改善工作生活
条件的各种权利。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
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
农村，中国实施“包产到
户”的改革，实现了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中国还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并引
入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尤
为引人注目，乡镇企业在
合理利用资源、吸收农村
剩余劳动力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广大农民在进城
务工、参与共享改革开放
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同
时，原有的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也得到了保留，并
无后顾之忧。

推动农村、农业、农
民发展的战略，是中国赢
得脱贫斗争胜利的关键。
中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
推动内陆更为落后的农村
地区对外开放，“看得见
的手”合理监督“看不见
的手”发挥积极作用。我
并不赞同西方有些学者将
中国发展经济、应对贫困
的方式定义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就
此而言，获诺贝尔奖的美
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的话，或许更能说
明问题的本质：中国政府
从来没有混淆目的——人
民的福祉和实现目的的手
段。这里所说的手段，应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换言之，中国没有采
取华盛顿在世界多国推行
的“休克疗法”，而是根
据本国国情制定并实施了
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在多个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改善了
十几亿人民的生活。这些
发展成就不应该被忽视和
否定。

西方学者应深入中国
脱贫攻坚的细节，这样才
能揭开中国脱贫的“神秘
面纱”，进而消除诸多
误解。根据联合国制定的
多维贫困指数（MPI），
即衡量健康、教育、基础
设施服务等10个维度的
指标，贫困的内涵是多
重的，涉及公民权利和社
会权利的方方面面。为推
动这些指标的实现，联合
国发布了《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尽管现在
距离2030年尚有7年多时
间，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
际经济政治背景，在全世
界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难
度依然很大，而中国却已
提前10年实现了该议程
的减贫目标。中国的脱贫
政策确保贫困者收入有来
源，衣食住行有保障，基
本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有
保证。显然，中国的脱贫

并不是简单地解决收入问
题，而是给予人民多重生
存保障和发展机会。正因
为如此，中国消除极端贫
困的方式是赋予贫困地区
和贫困者“造血”能力，
而非单纯地“输血”。

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前往湖南省十八
洞村考察座谈。在我们看
来，这标志着“精准扶
贫”这一宏伟事业正式启
动。这项事业具备科学严
谨完备的程序：识别贫困
家庭、明确推进脱贫工作
的负责人、采取恰当措施
防止脱贫者返贫。中国为
脱贫攻坚创建了一个清晰
的信息系统和管理系统，
以对这项事业的不同阶段
进行有效监督管理。无论
是各级政府，还是基层自
治机构和当地居民，都能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参与到
脱贫事业中。2014年，中
国贫困地区80万基层干部
进村入户，识别12.8万
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
口。此后，他们不断根据
现实情况，利用先进的数
字技术对贫困人口的信息
进行核查和修正。

显然，新时代中国脱
贫攻坚的进程也是中国共
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脱贫方案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进行
大规模动员、汇聚众智、
集思广益制定的，也因此
达到了预期目标。无论是

脱贫攻坚的胜利，还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都离不开组织
的作用。然而，没有组织
者就没有组织。中国共产
党选派25.5万个工作队，
组织300万训练有素的干
部进驻贫困村，兑现了
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到
2021年，中国共产党拥有
超过9510万党员和约490
万个基层党组织。试问，
有哪个组织比中国共产党
更强大、更优良呢？

如今，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
现。这与西方精英治理
下的消费主义社会完全不
同。在中国的全面小康社
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需求将得到更好
满足，人民对更完善的法
治、更完备的民主和更安
全的环境条件的愿望也将
得到积极回应。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显然，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集体对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有着异常清醒
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将在
2022年10月召开党的二
十大，这是中国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
征程中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未来发展进行科
学谋划。

反观西方，大众的贫
困化在加剧，儿童和老年
贫困人口规模尤其令人
担忧。目前，在意大利有
500万人陷入贫困，在美
国这个数字为4000多万
人，且还在不断增加。考
虑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以
及俄乌冲突导致的世界经
济和金融动荡、西方制裁
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
西方及笼罩在其霸权阴影
下的世界其他地方将会变
得更加不平等、更加不
公正。

（作者系意大利罗马
大学教授 亚历珊德拉·
恰蒂尼 中国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副研究员 李凯旋译。
来源：光明日报）

“核战争的幽灵”是
否正在若隐若现？随着
俄乌冲突的升级，国际
社会对核战争的危机感日
益强烈。俄罗斯总统普京
日前表示，北约高层官员
曾对俄发出核威胁，但俄
罗斯“有很多武器可以回
击”，他还强调，这不是
虚张声势。此外，就在不
久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
警告说，“核风险处于冷
战以来的最高点”。

核武器是最具杀伤力的
武器，如果爆发失控的核战
争，那会将人类社会带进毁
灭的深渊。最近发布的一项
研究显示，一旦美国和俄罗

斯全面爆发核冲突，将会导
致全球超过50亿人死亡。
现在，一个危险的苗头正在
出现：无论当事各方是不是
在说“气话”或者“大话”
，核武器被谈论的次数的
确在增加。但核武器决不
是绑在腰间的手榴弹，随
时可以拿出来晃一晃，吓
唬吓唬人，战争的螺旋升级
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在核战
争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后悔
药可吃。

因此有关各方尽快使
局势降温，为劝和促谈创
造条件是当务之急。需要
看到，当前的“核紧张”
，源于地缘政治角逐带来
的强烈不安全感。一个重
要原因是，大国间冲突的

可能性在上升，全球战略
稳定正快速被松动。一个
浅显道理是，环境越是和
平稳定，核武器上的灰尘
就会越厚；一旦陷入“追
求更安全—更不安全—更
想要绝对安全”的恶性循
环，核武器就容易被拿出
来擦得铮亮。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核
不扩散体系正前所未有地
脆弱。对此，美西方要负
主要责任。多年来，美西
方的“核双标”像一颗钉
子，扎在全球核不扩散的
努力之上，形成一个个漏
洞，事实上造成了“核门
槛”越来越低、防止核扩
散越来越难的窘境。不仅
如此，美国在冷战思维的

驱动下，强化集团政治和
军事同盟，谋求绝对战略
优势，在欧亚大陆东西两
侧挑动阵营对立，推动核
导等战略力量前沿部署。
这一系列消极举措就是“
核紧张”的症结所在。

如今，在国际场合中，
最热衷表达对核战争“担
忧”的就是华盛顿。我们认
为，如果华盛顿说的是真心
话，作为核大国，也是世界
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就更
应当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缓解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
间的不安全感。比如，停止
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系统，
不寻求在海外部署陆基中
导，尽快撤回部署在境外的
核武器，不以任何形式在亚

太复制“核共享”安排，等
等。只有美国先做到这些，
才有资格去向别人提要求。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最大
核武库，应切实履行核裁军
特殊、优先历史责任，以可
核查、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
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
削减各自核武库，为最终
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
造条件。此外，我们还呼
吁，核武器国家应放弃以
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核威慑
战略。众所周知，中国是
核大国中唯一公开承诺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
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
或者进行核威胁的国家。
这一政策在降低核风险、
防止核冲突方面发挥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希望其他核武
器国家、特别是核大国能跟
上中国的步伐。

今年年初，中、俄、
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
家领导人同步发表《关于
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
赛的联合声明》，申明“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防止核战争的根本在于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并确
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只
有这样，才能让眼前的核
武器“服务于防御目的、
慑止侵略和防止战争”，
也才能创造更有利于促进
裁军的安全环境，最终建
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本文系《环球时报》
社评。来源：环球时报）

在核战争问题上 没有任何后悔药可吃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世界亮丽风景线
文/亚历珊德拉·恰蒂尼

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十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中国

方案显得尤为珍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本报开设

《国外人士看中国这十年》栏目，邀请国际政界、商界、学界人士，讲述他们眼中的

中国十年发展成就，抒发他们对全球治理中国贡献的理解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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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举措将使美国失业率激增
据央视新闻，据美国广播公司当

地时间9月24日报道，美联储大幅加
息以抑制通胀的举措将导致美国失业
人数在明年年底前激增。

据美联储预测，到2023年年底，
美国失业率将从目前的3.7%上升至
4.4%。专家称这一结果将增加约
120万失业人口。

当地时间2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75个基点到3%至3.25%之间。这是
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加息，也是连
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

加韩两国将合作生产电动汽车电池所需关键矿物
当地时间23日，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与到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联
合记者招待会。加拿大总理府在随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双方将深化
在供应链弹性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寻求将两国定位为关键矿产供应链以
及电池和电动汽车价值链中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参与者。为此，双方同意在
未来几个月内制定谅解备忘录，以便
在加拿大和韩国建立价值链，支持清
洁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包括关键矿
产。此外，双方还同意加强在人工智
能(AI)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合作。

英国政府宣布大规模减税等经济刺激措施
23日，英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

济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减税、取消
银行业奖金上限等，希望以此来提振
即将陷入衰退的英国经济。此次推出
的减税措施涉及个人所得税、财产
税、海外游客购物消费税和企业税。
英国政府估计，减税将造成财政收入
减少，预计到2026至2027财政年度
将少收税款450亿英镑。

菲律宾总统：
正在与俄罗斯磋商购买燃料等商品

当地时间9月23日，菲律宾总统马科
斯表示，菲律宾正在就购买燃料和其他
关键大宗商品与俄罗斯进行磋商。

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马拉特·
巴甫洛夫表示，俄罗斯愿与菲律宾合
作，帮助菲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寻找
其他燃料来源。据了解，菲律宾在燃
料等商品上高度依赖进口，俄乌冲突
导致该国的通货膨胀率飙升。

加拿大总理任命梅倩琳
出任驻华大使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9月23
日宣布，任命资深外交官詹妮弗·梅
（Jennifer May）为新的加拿大驻华
大使。其中文名为梅倩琳。

她将是中加两国于19 7 0年建交
后，加方派驻北京的第16任大使，也
是首位女性驻华大使。

梅倩琳毕业于拉瓦尔大学，拥有
政治学和德语双学士学位。她1990年
进入加外交部工作，曾任职于加外交
部南欧和北欧司、东欧和欧亚司、国
防和安全关系司。她还拥有在亚洲、
欧洲和南美任职的经历，曾派驻曼
谷、北京、波恩、香港、维也纳和柏
林等地。在此次任职之前，她担任加
拿大驻巴西大使。据加多家主流媒体
报道，梅倩琳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潮人好家风”国际书画大赛
面向海内外征稿

第21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委会
24日宣布，本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拟于2022年12月在海南举办，期间
同步举办以“潮人好家风”为主题
的国际书画大赛，通过多种艺术表
达形式向社会展示潮人家风传承的
优良传统。

“好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时代
家庭中越发被重视。自古以来，潮汕
地区便是一个“端蒙养、重家教”的
地方，潮人无论身居原乡，还是漂洋
闯世界，都恪守世代相传的家规，来
规范自己或是子孙的日常行为，用良
好家风，以示不忘祖、不忘根。

韩军方说朝鲜
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25日
消息称，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方
向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导弹于
当地时间6时53分（北京时间5时53分）
从朝鲜平安北道一带发射，其飞行距离
约600千米，飞行高度约60千米，情报
部门正进一步分析详细参数。

韩军方谴责朝鲜当天发射弹道导
弹的行为对半岛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
威胁，强烈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发射活
动。韩军方还表示，将密切监视相关
动向，并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朝鲜
再次发射导弹的可能性。

【韩联社】韩国总
统尹锡悦23日在渥太华
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举行会谈并发表
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
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两位领导人在声明
中指出，韩国和加拿大
以及两国国民已为推动
两国关系现代化、以联
合行动增进两国共享价
值做好准备。今天两国
决定基于五个共同优先
事项在价值、安全、繁
荣、可持续性及其他领
域将双边关系升格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五个

优先事项分别是维护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民
主、自由、人权及两性
平等价值；加强安全和
国防领域合作伙伴关
系；增进经济繁荣、经
济安全，开展供应链、关
键矿产、科技创新领域
合作，促进贸易及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问
题，确保能源安全，研发
可持续能源；深化卫生及
文化领域合作伙伴关系。

声明称，两位领导人
欢迎双方为履行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成立“韩国-
加拿大气候变化对话”机
制。双方还就韩国防卫事

业厅和加拿大国防部签
署“关于军工物资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MOU)
、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
理院和加拿大国家研究
委员会更新“关于产业
技术创新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表示欢迎，并商
定增设经济安全高级别
对话机制。

声明称，考虑到经济
利害关系和安全的关联性
日益重要，双方决定将进
一步加强合作和协调，携
手应对经济安全挑战，其
中包括深化围绕弹性供
应链开展的战略合作。
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

在数月内签署谅解备忘
录 ， 争取在两国构建
关键矿产供应链等支撑
清洁能源转型和能源安
全的价值链。双方还商

定强化旨在开展科技创
新的双边共同委员会机
制。另外，尹锡悦邀请
特鲁多访韩，特鲁多对
此予以积极回应。

韩总统与加拿大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重点推进五个事项

韩国总统尹锡悦(左)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中国证券网】新加
坡政府投资公司首席执
行官林昭杰9月24日在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2
秋季峰会上表示，投资
环境正在经历转型。在
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
经历高度波动性和不确
定性，过去两年就很好
地体现了这一点。

林昭杰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伊始，全球经
历了迄今为止最大规
模、最快速度的经济萎
缩。后续随之而来的是
同样罕见的大规模经济
复苏，复苏速度是全球
金融危机后的两倍。

从 金 融 市 场 表 现
看，林昭杰举例称，标
普500指数自2020年2月
中旬起在一个月内下跌
了31%。但它在大跌过
后的6个月内就将失地

全数收回。全球金融危
机发生后，用了6年才
完全恢复。

林昭杰表示，复苏得
益于全球规模惊人的财
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
发达市场的公共债务已
膨胀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120%以上，仅次于1946
年的峰值。全球通货膨
胀率长达40年来的下降
趋势已经逆转，今年，它
将接近8%，达到1981
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林昭杰表示，今年
以来，各国在取消刺激
经济措施的同时，开启
大幅加息。一些国家的
利率水平已经回到了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
平，量化宽松已经转变
为量化紧缩，为了遏制
通胀，各国政府可能会
进一步加息。

林昭杰表示，有三
个主要转型趋势值得投
资者关注：通胀机制的
改变、新的地缘政治格
局和新的能源形势。这
些转型趋势可能在未来
几年从根本上改变投资
格局。

林昭杰表示，通胀
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
化，未来的通胀率可能
会更高。首先，逆全球
化趋势正在上演，由于
各国优先考量供应链的
抗冲击能力而非效率，
商品价格上涨的成本压
力持续存在；其次，多
数经济体面临人口结构
方面的不利因素，人口
老龄化降低了生产力；
再者，政府债务负担的
增加可能导致各国央行
在下一个周期容忍更高
的通胀率。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林昭杰称

通胀机制改变等三个转型趋势值得投资者关注

【央视网】路透社
当地时间9月24日发表
评论分析文章，表示美
国的通货膨胀和削减开
支措施正在削弱政府的
食品援助计划。

根据从美国农业部
（ U S D A ） 获得的数
据，拜登政府在近一年
前增加了对食品券的资
助，与此同时，为食品
银行、学校和原住民保

留购买的食品只相当
于特朗普政府在202 0
年购买食物的一半。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
不 断 上 涨 的 食 品 价
格正在侵蚀食品券持
有者的福利，到202 2
年，食品券平均每人每
月只有约231美元，这
意味着需要食品银行救
助的人越来越多，而食
品银行从政府获得的

食物则越来越少。但
是，拜登政府此前曾
承诺到203 0年在美国
消除饥饿。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的调查，到7月11日，
有孩子家庭的食物不足
率攀升至16.21%，当
时近六分之一的家庭报
告偶尔或者经常没有足
够的食物，这是自2020年
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通胀及削减开支措施正在削弱食品援助计划

【界面新闻】路透社
9月24日报道，卡塔尔
能源(QatarEnergy)当地
时间周六与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就北油
气田南部项目(NFS)签
署协议。NFS项目将提
升卡塔尔作为世界顶级
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的地
位，并有助于保证对欧
洲天然气的长期供应。

道达尔能源首席执
行官Patrick Pouyanne
表示，将为该项目投资
约15亿美元。卡塔尔能
源负责人Saad al-Kaabi
则表示，在NFS项目合
资公司专门为国际合作
伙伴提供的25%的股份
中，道达尔能源将拥有

9.375%的股份；卡塔
尔能源将持有该合资公
司75%的股份。

今年早些时候，卡
塔尔能源授予北油田扩
建项目 第 一 阶 段 的 合
同，即北油气田东部项
目(NFE)，其中包括四条
液化生产线。已签署关
于NFE项目股份协议的道
达尔能源，此次也成为
卡塔尔官宣的第一个NFS
项目国际合作伙伴，该项
目包括两条液化生产线。

据了解，卡塔尔的
北油田扩建计划包括六
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
到2027年其液化能力将
从7700万吨/年提高到
1.26亿吨/年。

卡塔尔与道达尔能源签署北油气田南部项目协议 

包括两条LNG生产线

“菲奥娜”于24日
凌晨在新斯科舍省登
陆，之后继续北上。
气象部门在此前一天
已对沿海省份的广泛
地区发出热带风暴或
风暴潮等警告。

飓风造成新斯科舍
省近42万户用户断电，
占该省电力公司用户总
数的约八成，且狂风骤
雨令抢修工作受阻。爱
德华王子岛逾8.2万户
用户停电，占全省电力
用户总数的逾95%。
新不伦瑞克省电力公司

也报告了约4.4万户停
电。魁北克省和纽芬
兰也各报告有数千户
停电。

目前尚无确切的人
员伤亡统计数字。在
纽芬兰，警方引述尚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有 人 被 大 浪 卷 入 海
中。媒体和网络社交平
台上的画面显示，东部
沿海省份多个受灾市镇
街道严重积水，电线杆
倾倒，有大树被连根拔
起，一些港口附近的房
屋被巨浪冲垮。若干

市镇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并呼吁民众原则
上不要外出。有受灾
民众被迫疏散转移。

由于供电大面积受
影响，贝尔、罗杰斯等
大牌电信运营商均证实
部分区域的有线和无线
网络服务中断，导致民
众无法打电话或上网。

加总理特鲁多召集
应急响应小组会议，研
究应对灾情。他在渥太
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应新斯科舍省要
求，联邦政府将派军队

协助救灾。联邦政府还
将对红十字会未来30天
内募集到的救灾善款进
行配捐。加联邦应急准
备部长布莱尔表示，
将向受灾省份提供救灾
援助款项，并协助修复

关键的基础设施等。
在此前打算推迟参

加安倍晋三葬礼行程
的基础上，特鲁多宣
布取消赴日计划，并
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
到访灾区。

飓风“菲奥娜”侵袭加拿大东部多省 

特鲁多取消日本行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中新社】飓风“菲奥娜”9月24日席卷加拿大东部沿海

省份及魁北克省部分地区，已造成数十万户人家停电，市政

设施和民宅遭到破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决定取消原定赴

日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葬礼的行程，以应对灾情。

【海外网】据美国
《国会山报》网站24
日报道，美国制药公司
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布拉（Alber t 
Bour la）在社交媒体“
推特”（Twitter）上发
布消息称，自己再次感
染新冠病毒，这是他在
两个月内第二次感染新
冠病毒。

布拉表示，他还没

来得及接种新的加强
针疫苗，因为美国疾控
中心建议在上次感染新
冠病毒后，至少等待三
个月再接种加强针。布
拉称，自己接种了四剂
辉瑞/百欧恩泰新冠疫
苗，目前感觉良好但出
现了轻微症状，正在
隔离并遵循公共卫生
预防措施。今年8月15
日，辉瑞官网发布声

明称，布拉新冠检测
呈阳性。

美 国 白 宫 早 前 表
示，新冠疫情“大流行
已经结束”。但这一言
论引发美国媒体、民众
和医疗领域专家的批评
和质疑。根据美国疾控
中心数据，美国目前平
均每天新增确诊约5.3
万例新冠病例、新增
350例新冠死亡病例。

【中新社】受热带
风暴“伊恩”威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当地时间24日
宣布，取消原定于27日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
天中心进行的巨型探月
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发射计划。

美联社24日报道称，
目前在加勒比地区肆虐的
热带风暴“伊恩”预计在
26日之前发展成飓风，并
在29日之前开始袭击美国
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
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报道称，在袭击佛罗里达
之前，“伊恩”或将达
到4级飓风的强度。佛罗
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
蒂斯24日在社交平台上
宣布，他已将关于热带
风暴“伊恩”的“紧急
状态”有效范围扩大到该
州全部67个县。

24日，NASA在其官
网宣布取消27日的“太
空发射系统”火箭发射
计划，并表示将继续关

注与热带风暴“伊恩”
相关的天气预报。NASA
将在25日决定是否将火
箭拖回装配大楼。美联
社报道称，如果火箭继
续留在发射台，NASA可
能在10月2日再度尝试发
射。如果火箭被拖回装
配大楼，则下次发射可
能会推迟到11月。

美国政府2019年宣
布“阿耳忒弥斯”新登
月任务，计划202 4年
前将宇航员再次送上月
球。但受预算不足、技
术故障、法律纠纷以及
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该任务被迫多次推迟。

今 年 8 月 2 9 日 ， 
NASA首次尝试发射执
行“阿耳忒弥斯1号”
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的“太空发射系统”火
箭，但发射计划因火箭
的一个引擎排气出现问
题而被迫叫停。9月3日，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因燃料泄漏问题再度推
迟发射。

热带风暴逼近 

NASA推迟发射探月火箭

辉瑞董事长两月内再感染新冠病毒 此前已接种4剂疫苗



【本报周孙毅报道】
9月2 4日，印尼国民福
利基金会（YayasanNu-
santaraSejahtera）暨印尼
雅加达-新加坡国立大学
商学院中文校友会在该会
所Jl.Danau Sunter Barat 
Rukan Nusantara No.30-
31 Blok A1,以简朴方式
庆祝成立30周年纪念，并
颁发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
院中文校友会成立30周年
贡献奖盾牌。

该基金会现任会长兼
新加坡校友会总会第三副
会长魏耀坤，副会长翁应
务、黄美华，校友会主席

梁伟强，秘书长王朝盛，
前任会长吴前，辅导副主
席王盛利，辅导委员马咏
南，财政李慧君、陈宜之
等理事、校友和嘉宾应邀
出席。

庆典活动由梁伟强主
持，并感谢大家在百忙
之中拨冗出席。此外，
他也向大家介绍了在新
加 坡 庆 祝 校 友 会 成 立
30周年活动的场面和情
景，转达新加坡校友会
感谢印尼校友们对30周
年纪念庆典活动的乐捐
和支持，愿双方今后继
续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魏 耀 坤 在 庆 典 节 目
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并寄望大家弘扬基
金会的初心和使命，为
社会大众贡献爱心。希
望全体校友继续发扬万
众一心，团结就是力量
的精神，让基金会和校
友会继续发光发热。

与此同时，魏耀坤也
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
院中文校友会感谢印尼校
友们对新加坡国大母校的
爱心和慷慨解囊！也祝愿
基金会和校友会会务蒸蒸
日上，祝福全体校友身体
健康，万事顺意，事业发

达，阖家幸福。
吴前前会长仔细说明

校友会和基金会之间的由
来和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阐述基金会和校友会一家
亲的关系。

在纪念活动期间翁应
務副会长还特意精心安排

历史回顾资料，如新闻报
道和照片，让大家记住基
金会和校友会对印尼社会
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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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9月25日（周日），印尼“
庐江堂”何氏宗亲总会在
该宗祠Jl.ManggaBesar V 
No 27隆重举行宗祠修膳落
成典礼暨始祖牌位安坐仪
式与祭祖典礼。

该宗亲会总会长何亮
宽，副总会长何定招、何学
祥、何伟赞、何孝梅、何孝
秀，秘书长何志基、何淑
慧，总财政何艳招，监事长

何伟元等理事和宗亲，近百
人出席祭祖活动。印华百家
姓协会椰城特区分会辅导主
席陈社栋，理事会主席张在
进，副主席丘振盛也应邀出
席活动。

何亮宽总会长在受访
时，感谢何氏宗亲们慷慨
解囊，大家团结一心，出
钱出力，致使该宗亲会的
修膳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欢迎广大宗亲们今后踊跃

参与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
祭祖活动，慎终追远，缅
怀祖德。

当天，主办方也恭请椰
城菩提務佛社释道善法师
莅临主持诵经祈福仪式，
祈求何氏列祖列宗保佑大
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安
康，我国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

礼毕，大家在宗祠聚餐
联欢，敦睦宗谊。

印尼国民福利基金会庆祝30周年纪念

暨颁发新加坡国大商学院中文校友会成立30周年贡献奖盾牌

魏耀坤致辞。 梁伟强致辞。 吴前致辞。

魏耀坤（前左四）向热心校友们颁发贡献奖盾牌后合影。

魏耀坤、梁伟强在王盛利陪同下切东
朋饭。

魏耀坤（左）向热心校友杨文忠夫人王绣梅
女士（中）颁奖后与梁伟强（右）合影。

左起：黄发治、巫颂寰夫人、吴前、梁伟强
切生日蛋糕。

魏耀坤（左）向热心校友林秀礼夫人郭礼汉女士（左
二）、江庆亮、马咏南颁奖后与梁伟强（右）合影。

印尼国民福利基金会暨印尼雅加达-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中文校友会诸理事与嘉宾
合影。

印尼何氏宗亲总会举行修膳落成暨祭祖典礼

印尼“庐江堂”何氏宗亲总会诸位理监事与嘉宾合影。

释道善法师率宗亲会诸理事和宗亲们念经
祈福。

左起：何益源、何亮宽，何艳招、何定招、
何李秀清齐拜天公。

左四起：何艳招、何志基、张在进、何亮宽、陈社栋、丘振盛、何定招、何学祥等共同
主持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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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议定书》自
1998年起在联合国框
架内启动谈判，2001
年5月在联合国大会通
过，2005年7月生效，
目前共有1 2 2个缔约
国。议定书的主要目的
是在枪支制造、进出口

及其管理等方面制定国
际规范，以促进和加强
打击相关跨国有组织犯
罪的国际合作。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
枪支泛滥引发的各方面
问题，坚决反对非法
制造和贩运枪支。近年

来，中国在立法、司
法、执法各个层面采取
一系列切实措施，不断
加强国内枪支管理。同
时，中国认真履行国际
义务，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为打击枪支非法贸
易作出了应有贡献。

王毅宣布中国启动批准《枪支议定书》国内法律程序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出席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
论并发表演讲。

【中新社25日讯】9月24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出席

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时宣布，中国已启动批准

《枪支议定书》的相关国内法律程序。这是中方积极落实全

球安全倡议、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积极举措，

体现了中方支持多边主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决心。

【中新社25日讯】
据中国官媒25日消息，
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
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
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
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
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
席中共二十大的代表。

官方称，中共二十

大代表，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
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
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好
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

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
合、反复酝酿、逐级遴
选的办法产生的。

据知，当选代表总体
上符合党中央规定的条
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
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
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

显成绩，是共产党员
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结
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各
项构成比例均符合党中
央要求，具有广泛代表
性。他们中，既有党员
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
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
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

数民族党员，有经济、
科技、国防、政法、教
育、宣传、文化、卫
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
各个领域的代表。

出席中共二十大的
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
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确认。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王毅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
当地时间9月2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
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王毅表示，中
国和斯里兰卡互为战略合作伙伴，两国
始终患难与共、真诚互助。今年是中斯
建交65周年暨《米胶协定》签署70周
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中方愿
同斯方弘扬传统友好，巩固战略互信，
深化拓展务实合作。祝贺斯里兰卡在稳
局纾困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中方已向斯
提供药品、大米、燃料等紧急人道援
助，将继续为斯克服暂时困难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萨布里表示，斯中友谊
有着牢固基础。中方长期以来对斯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在
斯遭遇困难时雪中送炭，斯对此铭记
在心。 （中新社）

国家防总检查长江中下游抗旱减灾工作
记者24日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

近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
防总）检查长江中下游抗旱减灾工
作，要求全力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和秋
粮稳产保收。21日至23日，国家防总
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
副部长周学文率国家防总检查组，检
查长江流域中下游抗旱减灾工作。检
查组先后到湖南长沙浏阳市、衡阳衡
东县和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江庐山
市，深入田间地头、饮水困难农户、
城区水厂、农村人饮工程和抗旱应急
水源工程现场，察看农作物受旱、经
济作物损失、取水设施运行、应急送
水供水等情况。检查组指出，今年7月
以来，长江流域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少
雨天气，湖南、江西等省份遭遇严重
旱情，气象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两省主
要受旱区仍无有效降雨，抗旱形势不
容乐观。各地要立足抗大旱抗长旱，
进一步夯实各级各部门抗旱责任，细
化人饮解困方案，落实供水保障措
施，全力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和秋粮稳
产保收。（中新社）

陆海新通道“中吉乌阿快线”开通
记者25日从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

公司获悉，由该公司发运的一趟“
中吉乌阿快线”（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国际联
运测试班列，已于近日抵达阿富汗，
标志着一条联通东亚、中亚的物流新
通道被打通。据悉，该班列装载摩托
车配件、食品等货物，从新疆喀什以
汽运经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到达吉
尔吉斯斯坦奥什市后换乘铁路，经乌
兹别克斯坦抵达阿富汗。行业人士认
为，“中吉乌阿快线”的开通，有利
于沿线相关产业的双向流通，实现资
源优势互补。（中新社）

四川对上合组织国家
航空客货运“双提升”

25日10时10分，搭载着96名旅客
的CA491航班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
飞前往阿斯塔纳。受疫情影响，该航
线于2020年2月停航，直到今年8月
28日才顺利复航。“之前去阿斯塔纳
需要经历第三国中转，现在直航方便
省时多了。”5年前开始在阿斯塔纳
工作的李先生，对这条直飞航线所带
来的高效便利深有感触。

陕西新梦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倩表示：“今年哈萨克斯坦进口
的驼乳粉订单比较多，成都双流机场
海关‘7X24’小时通关服务节约了
物流和时间成本。”据悉，今年以
来，四川进口哈萨克斯坦驼乳粉货值
116.76万元人民币，净重4.45吨，
同比增长达到3倍。（中新社）

王毅会见埃及外长舒克里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
间会见埃及外长舒克里。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
保持密切沟通，为中埃关系提供强有
力的战略指引。两国携手抗击新冠疫
情，合作促进各自发展，推动中埃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中方坚定支持埃及人民探索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埃及推进民族
复兴大业，愿同埃及深化互利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团结、密切
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发展
中国家正当权益，维护公平正义。

舒克里表示，埃中两国始终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埃及为
强有力的埃中关系感到自豪，对埃中
务实合作成果感到满意。埃及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一切违反一中
原则、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径，支持中
国采取正当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埃及
反对搞反华阵营，制造对立对抗。愿
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发展中国
家团结。（中新社）

【中新社25日讯】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
见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
席克勒希。

王毅说，联合国是
维护多边主义的核心
机制和最重要平台，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
国 宪 章 上 签 字 的 国
家，始终倡导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我们坚
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坚定支持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核心地位，坚
定支持联大为应对全球
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坚定支持联大主席的
工作。

王毅表示，当今世
界并不太平。习近平
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倡导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为弥补和平赤字、
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中国
方案；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为聚焦发展议题、
加快实现联合国203 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

中国力量，得到国际社
会积极响应支持。中方
愿同联合国加强对接，
动员更多资源，形成更
大合力。

克勒希表示，中国
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
和联合国重要合作伙
伴，在联大事务中发
挥关键作用。感谢中方
为联大主席履职提供的
一贯支持，将继续同中
方加强协作，共同应
对全球挑战。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这些重要倡
议为形成更多共识、有
效应对当前挑战提供了
愿景和解决方案。期待
就应对气变、水资源

保护等同中方加强协
调，落实好可持续发
展议程。

王毅表示，可持续
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
业。几天前，中方主持
召开“全球发展倡议之
友小组”部长级会议，
中方宣布再采取七大行
动，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中方还向联合国赠
送了全球可持续发展
数据产品，愿就绿色发
展、全球水资源保护同
联大主席办公室保持沟
通，支持《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
成功。

王毅会见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
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

【中新社25日讯】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25日发表
网志称，环球疫情已
看见 曙 光 ， 在 这 关
键时刻，各界也要
加速做好复常的各
项准备，以便在迈
向“后疫情”阶段
时，能捕捉经济恢
复带来的机遇。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
示，环球金融市场继
续波动，多家主要央
行持续加息、美元兑
多国货币息差扩阔，
触发股市、汇市和商
品市场明显震荡，市
场忧虑会损害经济增
长动力和企业盈利，
令经济大环境变得更
脆弱，而投资者亦担
心环球经济已处于衰
退边缘，甚至可能触
发新一轮金融波动。

他称，香港是全
方位开放的经济体，
面对如此风雨飘摇的

外围经济状况，出口
将进一步受压、借贷
成本上升、外汇和证
券市场持续波动，以
及资产价格受压。不
过，香港过去一周也
有好消息。

他续称，随着香港
疫情渐趋平稳，入境防
疫要求放宽，让香港
在有效管控疫情的情况
下，社会和经济有最大
的恢复空间，也让香港
能够联通世界、保持竞
争力，并尽量减少抵港
人士的不便。

他表示，疫情困
扰世界已接近3年，
外地的人员往还近期
正快速恢复，我们也
要为复常做好各项准
备。还有一个星期左
右，便是国庆节，碰
巧当日亦发放第二期
消费券，将有助提振
消费需求，惠及零售
及餐饮市道，希望大
家愉快消费。

陈茂波：香港要为复常做准备 

捕捉“后疫情”经济机遇

【中新社24日讯】
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部长苗圩24
日表示，外资并没有离
开中国，更谈不上与中

国“脱钩”。有远见的
企业家不会放弃中国发
展机遇。

苗圩在当天举行的“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2
秋季峰会”上说，近3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额从2019年的1381.34
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
的1443.69亿美元，再
到2021年的1734.80亿
美元。尽管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地缘
政治影响等因素推动全
球制造业深刻变化。但
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
中国机遇不会变。

他举例说，2021年中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超过44万亿元人民币，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
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此
外，中国体量巨大的传
统产业将加快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步
伐，为国内外硬件、软

件、终端、网络、服务
等各类企业创造极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这些事
实和数据都表明，中国
仍将是全球最具有潜力
和发展空间的市场。

“企业最需要的是
市场，市场最不缺的是
企业。”苗圩认为，有
远见的企业家不会放
弃中国发展机遇。他指
出，一批跨国企业正纷
纷在加大对华投资。最
近，德国巴斯夫斥资
110亿美元在广东湛江
建设精细化工项目。美
国特斯拉也进一步追加
投资上海超级工厂生产
线优化项目。

苗圩还指出，中国机
遇本身内涵也在发生变

化，未来可能会增加新
要素，变得更加立体、
更加多维。一方面，
中国正从长期的出口导
向、更加注重外循环，
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该转变影响将
极为深刻。另一方面，
中国正努力激励技术创
新，未来不仅是需求端
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超大进口货物市场，也
将成为供给端技术创新
的发源地和活跃地。

他相信，未来外资
企业不仅能在中国找到
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机
会，也能找到新技术发
明和创新的伙伴，实现
更具爆发力、更高质量
的增长。

中国工信部原部长：外资并未离开中国，更谈不上“脱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部长苗圩。

【中新社24日讯】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
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楼继伟24日表示，历史
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主
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是
问题。他特别强调，意
识形态化的产业补贴政
策必然失败。

楼继伟在当天举行
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2秋季峰会”上说，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对于任何一

个国家而言，选择开放
还是封闭，都是一个关
系到兴衰命运的根本性
问题。中国如此，其他
国家也是如此。

他指出，中国是全
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
一，也是全球化最坚定
的支持者和捍卫者。面
对短期内一些国家的贸
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
思潮，中国的态度十分
明确，那就是：继续坚
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
坚定不移地融入和推进

全球化。“越是面临外
部不确定性，越是有外
部压力，我们越要坚持
推行改革开放。”

楼继伟相信，尽管
经济全球化在近期内可
能遭遇波折，但长周期
看，最终还会有所改
进。“我很难预测转折
点在何时发生，只能说
在政策失败，尝到苦果
时才会发生。”

他提到，西方主要
国家将产业补贴意识形
态化。美国公然立法进

行产业补贴，“芯片法
案”甚至规定，拿到补
贴的美国企业不得扩大
在中国投资。这种意识
形态化的产业补贴政策
是必然失败的。

“以我长期在政府
工作的经验，针对特定
企业支持的产业政策，
成功案例极少，普惠性
产业政策效果可期。”

楼继伟劝告相关人
士，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这才是真道

理。“过于依赖政府作用
代替市场，早晚失败，
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中国前财长：意识形态化的产业补贴政策必然失败

楼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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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大体育联盟都
是高知名度、收入超过数
十亿美元的超级企业，涉
及现场活动、票务、传统
媒体、新媒体、技术、营
销等多方面业务。但在顶
级职位之外，体育联盟的
薪酬通常要落后于科技公
司。近年来，NBA陆续有
像首席财务官、首席媒体
官等等的一些高管被其他
公司高薪挖走。而这一
次，更是有科技公司把
目标锁定在了NBA总裁亚
当-萧华的身上。

萧华并不是一个技术
天才，但很显然他非常
擅长经营企业。2014年
2月，萧华接替斯特恩成

为新一任的NBA总裁。上
任以来，萧华在各方面都
展现了不俗能力，尤其是
其出色的生意头脑更是让
NBA顶着新冠疫情的不利
大环境逆市上涨。

2020年，新冠疫情开
始肆虐全球。在这种背景
下，有大量人群聚集的体
育赛事则是首当其冲，各
大体育联赛不得不先后宣
告停摆。到了3月份，犹
他爵士队中锋球员戈贝尔
成为了首位确诊新冠病毒
的NBA球员，随后纷纷有
其他球员宣布确诊。在此
情况下，NBA不得不宣告
停摆。

而停摆则意味着NBA

在财政上的损失。到了
10月份，萧华决定在没
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于
奥兰多迪士尼园区复赛。
萧华的当机立断，挽救了
一个赛季。洛杉矶湖人最
终夺得了那个复赛赛季的
总冠军。而萧华的复赛举
动，也成功帮助联盟挽回
了高达10亿至15亿美元
的收入。

除此之外，萧华还积
极推动NBA赛制改革，
并取得实效。今年七月
份，萧华宣布，最近一

年NBA的年收入首次突
破了100亿美元，而篮球
相关收入也同样高达89
亿美元，均创造了历史
新高。考虑到疫情对所
有体育联赛的猛烈从冲
击，萧华的创收能力显
得鹤立鸡群。

在NBA取得成功后，
萧华成功引起了科技公司
猎头的关注，希望用高薪
来挖走这个运营天才。不
过，目前为止他本人并没
有透露出任何离开NBA的
意向。

疫情当下NBA年入超100亿 

科技巨头计划高薪挖萧华
【网易体育25日讯】据记者艾本-威廉

姆斯和斯科特-索什尼克报道，消息人士

透露，NBA总裁亚当-萧华对NBA的成功

运营，已经引起了一些科技公司的兴趣。

有科技公司计划以高薪挖走萧华。

【网易体育25日讯】
2022/23赛季欧国联A2组
第5轮，西班牙主场迎战
瑞士。上半时，阿坎吉头
球破门为瑞士首开纪录；
下半时，阿尔巴抽射破
门帮助西班牙扳平比分，
随后埃里克-加西亚乌龙
送礼改写比分。全场比赛
结束，西班牙1-2负于瑞
士。本轮比赛过后，西班
牙5战2胜2平1负积8分，
落后葡萄牙2分暂居积分
榜第二。

在 国 际 A 级 赛 事 历 史
上，双方先后有过24次交
锋纪录，西班牙18胜5平1
负占绝对上风，进53球失
20球，唯一一场失利出现
在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H
组首轮，当时西班牙0-1
负于瑞士。两队最近一次
会面，是在本赛季欧国联
小组赛第3轮，客场作战
的西班牙1-0取胜。双方
出场阵容：

西 班 牙 （ 4 - 3 - 3 ）
： 2 3 -西蒙/ 2 -阿斯皮
利奎塔（8 7’ 1 9 -索莱
尔）、3-埃里克-加西
亚、4-保-托雷斯、18-
阿尔巴/9-加维、5-布
斯 克 茨 、 2 1 - 佩 德 里
（70’6-略伦特）/11-
费兰-托雷斯（63’15-
皮诺）、 1 0 -阿森西奥
（ 6 3 ’ 1 7 - 伊 格 莱 西
亚斯）、 2 2 -萨拉维亚
（63’20-尼科-威廉姆
斯）。

瑞 士 （ 4 - 2 - 3 - 1 ）
： 1 - 索 默 / 3 - 维 尔 德
莫、5-阿坎吉、4-埃尔
维迪、 1 3 -罗德里格斯
（46’11-斯特芬）/8-
弗鲁勒、10-扎卡/23-
沙奇里（6 8’ 1 6 -恩多
耶）、15-索乌（68’6-
扎卡里亚）、 1 7 -巴尔
加斯（7 9’ 1 4 -埃比谢
尔）/7-恩博洛（87’9-
塞费洛维奇）。

【网易体育25日讯】
20 2 2 - 2 3赛季欧国联进
行了A3组第5轮的一场比
赛，意大利在米兰圣西罗
球场迎战英格兰。意大利
1-0取胜，拉斯帕多里进
球。本场后，意大利8分
小组第二，下一场（小组
赛最后一轮）将和匈牙利
（10分）争夺小组第一，
而英格兰只有两分提前确
定小组垫底，下赛季欧国
联英格兰将降入B级。

两队此前有2 9次交锋
意大利10胜11平8负（只
算常规时间），两队近
4次交锋都打平，但其中
2021年7月的欧洲杯决赛
意大利通过点球大战击
败英格兰夺冠。意大利
今年的世界杯没能从预
选赛晋级，现在处于更
新换代中，现在阵容缺
少球星。英格兰要为世

界杯考察阵容，凯恩、
斯特林、福登和萨卡组
成攻击线。

意大利（352）：1-多
纳鲁马/19-博努奇、15-
阿切尔比、4-托洛伊/2-
迪洛伦佐、16-克里斯坦
特、8-若日尼奥（89’ 
13-埃莫森）、18-巴雷
拉（63’ 6-波贝加）
、3-迪马尔科（89’ 7-
弗拉特西）/10-拉斯帕多
里（81’ 20-加比亚迪
尼）、9-斯卡马卡（63’ 
11-贡诺托）。

英格兰（3421）：1-
波 普 / 2 - 沃 克 （ 7 2 ’ 
1 4 -卢克-肖）、5-戴
尔 、 6 - 马 奎 尔 / 3 - 里
斯 - 詹 姆 斯 、 8 - 贝 林
厄 姆 、 4 - 莱 斯 、 7 - 萨
卡（72’ 15-格拉利
什）/11-福登、10-斯
特林/9-凯恩。

【网易体育25日讯】
20 2 2年女排世锦赛第二
个比赛日，小组赛继续进
行，A组意大利3-0击败
喀麦隆，B组土耳其2-3遭
泰国队逆转，C组美国队
和D组巴西队分别3-0和
3-1击败对手。

A组世界联赛冠军意大
利首战喀麦隆，在埃格努
的带领下，意大利直落三
局，以25-10、25-12和
25-16轻松击败对手，总
比分3-0拿到开门红。本
场比赛，意大利的接应埃
格努得到17分，主攻C-波
塞蒂拿下13分，两位副攻
齐里切拉和达内西分别进
账10分和9分。

同组的比利时面对波多
黎各，同样连下三局，以
25-15、27-25和25-15拿
下对手，总比分3-0获得

小组赛首场胜利。此役比
利时的主攻赫博茨攻下25
分荣膺得分王，副攻让森
斯和接应范阿维马特分获
14分和10分。

B 组 土 耳 其 面 对 泰 国
队，在两度领先的情况下
惨遭2-3的逆转，五局比
分为25-17、29-31、25-
22、19-25和13-15。本
场比赛，泰国队的主攻查
楚昂独揽33分全场最多，
土耳其的接应卡拉库尔特

拿下本队最高的24分。
多米尼加在与韩国队

的较量中，直落三局轻松
闯关，三局比分为25-19
、25-12和25-15。本场
比赛，多米尼加的接应冈
萨雷斯贡献1 7分全场最
多，主攻佩妮娅得到1 1
分。

C组东京奥运冠军美国
队，首战哈萨克斯坦未
遇任何挑战，以3-0轻松
获胜，三局比分为25-16

、25-13和25-22。本场
比赛，美国队的主攻弗兰
蒂夺下14分，接应A-德
鲁斯贡献13分，主攻罗宾
逊获得12分。

D 组 巴 西 队 面 对 首 战
捷克队，3-1力挫对手拿
下开门红，四局比分为
25-20、25-16、22-25
和25-18。此役，巴西队
的主攻加比独揽24分，接
应基西贡献16分，主攻普
里-达洛伊特得到11分；
捷克队的接应奥尔沃绍娃
拿下本队最高的18分，主
攻姆莱因科娃收获13分。

女排世锦赛第三个比赛
日，D组中国队将与阿根廷
交手，日本队面对哥伦比
亚。A组荷兰队和比利时分
别迎战喀麦隆和肯尼亚，C
组德国队面对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遭遇加拿大。

欧国联-阿尔巴扳平加西亚乌龙送礼 

西班牙1-2负瑞士

欧国联-拉斯帕多里进球 

意大利1-0送英格兰降级
女排世锦赛意大利美国3-0横扫 巴西3-1首胜土耳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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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瑶已经懒得跟

她计较了，看在

丈夫的面子上，

让她。

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展

开。

宋心瑶亲自送薛文澜上考

场，薛文澜一派轻松，反

倒是宋心瑶一脸紧张，然

后频频说着，「你别紧

张，好好发挥就是。」

东瑞国的举子都集中到

京城来了，一共有四百

五十名，要去争取那三

十名的名额。

考生加上随侍的书僮或

者家人，把考场附近的

客栈挤得水泄不通，这

时候京城的考生优势就

出来了，不用舟车劳顿也

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考试时间是两天，总共

三篇文章，今年的题目

是米粮政策、论孝道、

随心。

三道题目迥异，包含现

在东瑞国的现况，关于

孝道的历史传承，以及身

为读书人该有的胸怀，

考验的是考生的读书范

围度，读得越多，当然

能发挥的也就越大。

宋心瑶在青草巷中度过

了最忐忑的两天。

第二天黄昏，薛文澜回

来了，看起来很平静。

她看着他这样的神色，

不知不觉也放松，两人

在夕阳间互看，然后就

笑了起来。

薛文澜走过去把她抱住，

下巴蹭着她的额头，「

我发挥得很好。」

「真的？」

「三道题目都是我练习

过的，我觉得……没问

题。」宋心瑶心中一喜，

薛文澜不是信口开河的

人，他能这样说那九成

九是可以了，「那……

恭喜夫君了。」

「也恭喜夫人。」

薛文澜还是日夜苦读……

上了，还有殿试呢。

一个月后红榜下来，他

果然榜上有名，殿试是

小暑过后，贺先生直接

搬到青草巷来指点了，

师生几乎天天在练习。

东瑞国的殿试是皇帝当

场口试，薛文澜的优点

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是京

城口音，缺点就是他一

直没什么做社交，口条

不是太流利。

贺先生又请了一位说书

先生来，教他要怎么抑

扬顿挫，要能表达自己

的意思却不浮夸，殿试

一半靠胸中才学，一半

要靠临场表现。

终于，殿试的日子来了。

一早洗漱乾净，宋心瑶

送他到皇宫东侧门。

一眼望去都是新科进士，

人人都紧张。

比起来薛文澜真的很年

轻，有的头发花白，她

以为是考生的爷爷，没

想到是考生本人。

以三十几岁的居多，四五

十岁的也有，众人看到年

轻的薛文澜都惊呆了，

纷纷露出羡慕神色。

殿试只需要半天，宋心

瑶便在皇宫外等着。

皇后娘娘体恤新科进士

的家人，命人搭了遮阳

的棚子，又送来解渴的

冰镇绿豆汤，大暑天居然

有冰，众人啧啧称奇。

中午时分，三十位进士

陆续出来。

薛文澜说了，「还行。」

还行，那就是不差了。

不管怎么样都是进士，

就算不入皇帝的眼，排

了第三十名，那也能等

着吏部发派的。五日后，

名次红榜下来，薛文澜

排名第八。

宋心瑶喜孜孜，第八，挺

好的，就算没有家世背

景，但这名次太硬，吏部

应该也不会随便应付。

薛文澜也难得的露出喜

色，「心瑶，我们的好

日子要来了。」

宋心瑶淘气一笑，「要

请夫君多多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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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道：“你们可能完全不相信

我的话，但是我所说的，却全是

实话。”

我又向余全祥和云妮两人，望了一眼，

然后道：“请你说下

去。”

薰子道：“我可以肯

定的是，他们是没有

恶意的……”

薰 子 的 话 还 未 曾 讲

完，云妮已尖叫了起

来：“没有恶意，将

我们带到这里来，让

我们回不了地球，还

说是没有恶意？”

薰子苦笑了起来：“

我不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似乎不能怪他

们，如果我们地球人

的科学发达到了足以

发现另一个星球上有

生物，而这种生物的科学发展，又远低

于我们的时候，地球人会如何做？”

云妮仍然叫着：“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却并没有像云妮那

样高叫，因为薰子的问题，引起了我的

深思。

的确，如果地球人处在如薰子所说那种

情形之下，那会怎样？

其实，那是不必深思的，这实在是一个

十分浅显而容易回答的问题，最最不能

容纳异己的生物，就是地球上的人！人

对于人，尚且不能容纳，尚且不断因为

歧见而残杀，对于别的星球的生物会怎

样？一定会毫不犹豫，立时将之毁灭。

比较起来，“他们”到现在为止，早已

发现了地球上有高级生物，而“他们”

只是拘禁了我们四个人，那不是已足以

说明，“他们”是一种极其温和，不想

伤害人的善良生物么？

我叹了一声：“薰子小姐，我同意你的

说法，你或者还很感激他们，但是我们

不同，我们在地球上，有着很快乐的日

子，我们实在不想在这里过日子，更不

想像你那样，多年不能回家！”

薰子也低叹一声：“我想他们会明白这

一点，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他们，也没有

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多少年下来，

我觉得，如果我强烈地思念甚么，他们

是会知道的。”

    

第五章 鸡蛋一样的生物

云妮立时道：“我想回家！”

“你们一定可以回家，”薰子肯定他

说：“因为我知道，如果可以称他们为

人的话，那么他们是极好的好人，比我

们地球上的人，好得多了。”

云妮没有再说甚么，但是云妮望定了薰

子的目光，却是充满了敌意的。

我向前走了两步，遮在薰子和云妮的中

间，我那样做，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

云妮。

我道：“或者，他们能够了解你的意

思，那就要你‘告诉’他们，我们想回

去。”

摇摇头。「不要把自己绑在她身

边，她会有压力，真有什么事，

她会打电话。」

小舞可以的，他是确认了这一点，才会

放手。

要是连一个晚上都走不开，只会让她觉

得，他的脚步被她绑得死死

的。

她努力学习独立、学会坚

强、学着生活中的一切，

就是不想看到那样的结果，

而他能做的，是肯定她的努

力，给她更多的自信。

「待会传个讯息道晚安，确

认没事就可以了。」

赵之荷听懂了。

他对家人的守护，不仅是身

体上的，还包含心灵层面。

她曾经问过：「让侄子喊爸

爸，感觉不太好。」

总觉得乱了伦理辈分，不该

瞒着孩子身世，用叔叔身

分，也能把孩子养好。

那时，他只回了她一句：「你以为，皓

皓不知道吗？」

出事时，皓皓两岁了，喊谁爸爸、喊谁

叔叔，清清楚楚，哪会一夕间乱了套？

一觉醒来，忽然冲着他喊爸爸。

其实他们心里都有底，两岁的孩子，对

死亡懵懵懂懂，只知道爸爸不会再回来

了，他只剩叔叔与姑姑，也许是害怕被

抛下，于是用那个称呼讨好大人，稳固

身分。

那一声「爸爸」，是让皓皓喊心安的，

只要喊着一天，有人回应，他就确定自

己还有人要。

这点孩子的小心机，他们怎么舍得否

定？怎么忍心纠正？

一个能那样照护亲人的男人，坏不到哪

里去。

「小舞说，你是好哥哥。」

他坐在沙发上，揉揉额际，单手接过她

递来的热茶。「你这口气，听起来是羡

慕？也想要一个？」

「可惜没有。」

哥哥不比别人少，疼妹妹的找不到。

「那倒不一定。」天下事哪有绝对。「

你还是有机会的。」

她挑眉。「重新投胎吗？」

她已经习惯前一秒还好好谈话，下一秒

就喷血三尺，自己先做好好万全准备。

他失笑。「我哪有这么坏？」

就有。

「不要带这么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我只

是想跟你聊聊，你对那些哥哥们有什么

看法而已。」

「一群混蛋。」完毕。

「……」他呛了呛，笑咳。

「那个……可以麻烦稍微加点形容词、

想象力、个人观点，文体不拘，每人以

五十字为限，简略表述之？大哥先来好

了。」

「小头永远用的比大头多，精虫比脑细

胞活络的混蛋。」

中肯。

余 善 谋 默 默 点 完 赞 ， 接 问 ： 「 二

哥……嗯，这个跳过，死者为大，功过

不论。三哥呢？」

(26)

知足；才能生活无忧。
无忧；才能获得心静。
心静；才能获得自在。
自在；才能发自内心的快乐。

(57)

(27)

会长气得娇躯乱颤，银牙咬碎的

道：“这小魔王先服下‘长醉

露’又吃了‘春潮泛滥丸’，难

道还能……”

男会长接口道：“会中出了内奸！”

“内奸？会是谁呢？谁有这般大胆？还

同时盗走了那‘无虚剑’！”

“会不会是‘血魔’亲自……”

“不可能，这秘道曲折分歧，除了少

数几人熟稔外，一般的弟子都无法脱

出，何况外人，我看十有九成是内奸所

为！”

男会长突然若有所悟般的低声向女会长

道：“瑛儿怎的不见，会不会！……”

女会长娇躯猛然一震，突然传令道：“

回坛！”

数十条人影，又纷纷纵自驰离，同时带

走了那十二具死尸。

且说陈霖和柯如瑛电闪星驰连越数座峰

头之后，来到一处隐蔽的突岩之下，双

双停下身形，席地而坐，陈霖想起石牢

中绮旎的一幕，还不禁面上发烧。

两人坐定之后，深深地互视了一眼，多

少的情意心声，都包含在这一眼之中。

陈霖首先歉然的道：“瑛妹，我对你感

到无限的愧疚？”柯如瑛当然知道对方

意之所指，玉面一红道：“过去了，就

让它过去吧！我们都没有错，只能说是

造物者的恶作剧！”

“可是……”

“不！霖哥，妹此身已属君有，海枯石

烂，此志不移，你……”眼圈一红，心

一酸，使她说不下去。

陈霖深情无限的瞥了她一眼，柔声

道：“瑛妹，让我说一声，我爱你，此

心日月可鉴！”

“霖哥！只要这一句话，妹纵粉身碎骨

也甘心了！”

陈霖激动的把她揽在怀里，熟视片刻之

后，四片嘴唇，不自禁的结合在一起，

又一次领略那飘飘欲仙的滋味，似乎宇

宙的一切都静止了，有的，那只是两人

的心跳！

春天，在秋天里展开了笑靥。

命运之神的播弄，使这一对男女在特殊

的情况下结合了，但，在人生的舞台

上，是悲剧？还是喜

剧？

这一个长吻，只有盏茶

之久？

“瑛妹，我始终怀疑你

的父母不以真面目出现

江湖，姓名连骨肉至亲

的女儿也不透露，谅来

必有隐衷，也许我的猜

想，很接近事实！”

“对了，在石牢中你曾

说过一些你的揣测，这

到底……”

“瑛妹，让我告诉你一

个故事！”

“与我有关吗？”

“很难说，你听着，十多年前，江湖中

出了一个杰出的剑手，名震大江南北，

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也是蜚声武

林的人物，他和她生了一个女儿……”

“在他的女儿还没有懂事的时候，他的

妻子忽然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初出道

的美男子，于是奸夫淫妇，共同设计

谋害亲夫，把这剑手，活生生的逼下血

池！他（她）们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

忧……”

柯如瑛不由“哦！”了一声。

陈霖接着又往下说道：“天下事往往不

可以常理衡量，那剑手被逼下血池之

后，困居在池底窟中，以死尸当食物，

竟然活了十多年之久！……”

柯如瑛愈听愈心惊，她意识到这悲惨的

故事可能与自己有关，但仍讶然道：“

血池石窟哪有那么多死尸，而且十多年

并不是一个短时间……”

“血池畔的‘生死坪’，不断的上演着

惊人的血剧，经年累目，不断的有人决

斗，胜的人离开了生死坪，而败的一

方却入了血池，所以他能借以活了十多

年，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恨的力量，使

他苟延残喘的活下去，他在等待奇迹发

生……”

“奇迹发生了，在‘血池’石窟之中，

他见到了一个少年……”

“这少年就是你？”

“但这时那剑手已因久居石窟，以死尸

为食而告半身不遂，他已不再存有生

出‘血池’的希望，所以把他的一柄

剑交给那少年，请他如果能活着出‘血

池’的话，代他寻找他的女儿，把剑交

给她，要她代父报仇，如果无法寻到他

女儿的话，这柄剑就算赠部伏尸，这件

事谅来不至泄露！”

“但愿如此！”

“如果真相大白的话，我必把这一对奸

夫淫……”

以下的话，她说不下去，因为那淫妇将

是自己的母亲，不由仰天喃喃的凄声

道：“天啊！但愿这不是事实，这惨酷

的命运不要降临在我的身上！” (62)

女

宋

薰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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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树老根先
枯，人老腿先衰”，腿
对身体健康来说非常重
要。身体健康的人，小腿
摸起来温暖、柔软、富有
弹性；相反，如果摸着冰
冷、缺乏弹性，甚至硬邦
邦的，有时还会出现肿
胀、抽筋、麻木、胀痛等
症状，就要引起警惕，提
示身体可能有寒邪、气血
运行不畅等问题。此外，
在癌症早期，腿通常也是
先知的，下肢会出现疼
痛、肿胀，皮肤颜色也会
发生变化。

人体由五脏六腑、皮
肉筋骨等组成，有着各自

独特的生命功能，通过经
络把它们沟通联系起来，
将身体组成了一个整体。
气血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
础，通过经络把气血输布
全身，温养濡润脏腑、组
织和器官，从而保证机体
的正常生命活动。人体有
12条正经，其中有6条分
布在小腿，占据了一半的
体量，分别是腿外侧的足
少阴肾经、足少阳胆经，
腿内侧足厥阴肝经、足太
阴脾经，腿后侧的足太阳
膀胱经、足阳明胃经。中
医认为，现代人久坐多，
阴浊之气容易沉积在小
腿，阻碍气血运行，人就

容易生病，严重者甚至诱
发肿瘤。因此，保证腿部
经络畅通至关重要。

刺激关键穴位疏通经
络。1.足三里：足阳明胃
经穴位，具有温健脾胃的
作用，对于消化不良、便
秘、胃痛等症状都有不错
的效果，同时也是瘦小腿
的关键穴位。2.阴陵泉：
足太阴脾经穴位，按摩阴
陵泉可健脾祛湿、促进代
谢。3.三阴交：也是足太
阴脾经穴位，足部的三条
阴经在此交会，按摩三阴
交可以健脾、补肾、畅三
焦，对于月经不调、失眠
等多有助益。4.阳陵泉：

足少阳胆经穴位，位于小
腿外侧，常按可防治膝关
节炎、老寒腿、下肢活动
不利。5 .丰隆：有祛湿
化痰之效，按摩此穴可帮
助脾胃祛湿排浊。具体方
法：将拇指指端放于穴位
上，顺时针方向按揉2分
钟，以酸胀为度。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
过泡脚加大保健效果。根
据自身症状，可适当在泡
脚水中加入一些中药。有
便秘、痤疮的，提示体内
有痰湿，可以加陈皮；痛
经、手脚冰凉的，加入红
花、艾叶、益母草通经活
血、暖宫驱寒；月经不

调、眼袋、黑眼圈可加
当归，增强活血化瘀的
功效。需要提醒的是，
泡脚时水温要控制好，
不能太烫，时间也不能太
长，20~30分钟为宜，避
免空腹泡脚，饭后要间隔
1小时以上。

另外，养护双腿还应养
成好习惯：规律饮食作息，
不妄劳作；避免久坐久立，
定期户外体育锻炼。研究表
明，腿部越有力量，人体免
疫力和抵抗力就越强，能大
大降低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
发生风险。▲

许多人都向往退休后的生活，觉得退休
以后就可以卸下很多责任和压力，不用再“
为五斗米折腰”，也不用再局限于社会期待
的框架之中，终于可以开心做自己，自在地
享受生活了。但害怕退休的人也不少，职场
繁华瞬间落幕，自己却还未做好充足准备。
退休后虽然没有工作压力，但人与工作的感
情，以及数十年的生活习惯却没那么容易调
整过来，加上衰老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会导
致身心健康发生改变。因此，退休不仅意味
着工作状态和经济来源发生了变化，在老人
的心理和人际关系上也会有重大转变。那
么，人生的下半场应如何度过？

美国心理学家南希·施洛斯伯格在
《聪明退休，快乐退休：找到你的人生
真实道路》一书中，将退休后的人生分
为六大类型，中老年朋友可通过特征描
述自我判断，看看自己可能属于哪种类
型，便于有针对性地安排好退休生活。

发挥余热型：有些人退休后心里仍
放不下工作，会用其专长和技能继续兼
职，并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比如律师
从律师事务所退休后，还可以被企业聘
为法律顾问。这类人群需要注意劳逸结
合，发挥余热的同时，确保身心不会因
此增加太多负担。

冒险型：有些人退休后想完全舍弃过去
的工作，去完成以前一直未能实现的梦想，
或找一个感兴趣的行业从头开始。比如，日
本老人若宫雅子退休后，自学软件开发，如
今80多岁的她受苹果公司邀请参加“世界开

发者大会”，是与会者中最年长的软件应用
程序开发者。很多冒险型退休者将退休视为
开始“第二人生”的机会，精神可嘉，但也
要有些风险意识。人到晚年，应激、抗压能
力降低，首先应确保生活的安稳。

探索型：这一类型的人此前不曾挖掘
什么兴趣爱好，退休后才开始花心思琢
磨新事物，希望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如
果找不到，则可能陷入无所事事、没有
意义感的心理泥淖。鼓励这类老人多走
出家门，多结识新的朋友，在一个兴趣
群体中更易体会活动的趣味，并在相互
交流中排解孤独，促进心理健康。

自由滑翔型：有些人很享受退休后没有
明确行程的闲适生活，可以整天宅在家里追
剧，想吃什么吃什么，也可以随时来个说走
就走的旅行，过得非常潇洒、自由。但这类
人群的生活容易缺乏自律意识，如果饮食、
运动不注意，可能增加慢病风险。其实，
从长期来看，适当的自律会让老年生活更自
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个好身体，才
能享受更长久的健康晚年时光。

旁观型：这类人退休后就不再关心时
事了，慢慢和社会脱节，长此以往，容易
无法理解新鲜事物和观念，对周围的人和
事越来越看不惯，有时甚至会造成家庭矛
盾。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退休后不能做时
代的“旁观者”，而要主动参与其中，除
了发挥余热，还要主动学习新鲜事物，比
如智能设备，并用包容、理解的心态看待
社会的变化，接受多元的观点。过于顽
固，只会让周围人退避三舍。

退缩型：他们退休后几乎不再接触以
前的人际关系，也放弃寻找新的生活目
标，生活封闭、孤独，久而久之，常有“
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完全找不到人生的
价值。这一类型最易产生心理问题，诱发
心身疾病。如发现自己有这一类型的发展
苗头，建议积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总之，退休生活需要认真规划和经营，
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退休生活，不仅可以
愉悦身心、益于健康，还能为后代提供坚强
的家庭后盾，树立良好的生活榜样。▲

运动性疲劳是人在运动、训练或比赛
时，强度负荷超过机体的承受能力，体
能水平不足以支持能量消耗导致暂时性
的生理功能和运动能力减退。比如某个
人的体能只能维持他打半个小时球，却
坚持打了一个小时，超出的这部分运动
量就会让机体疲劳。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
副院长张一民说，运动性疲劳是正常现
象，是衡量运动负荷是否足以刺激机体
产生适应变化，达到新的适应水平的指
标。可以说，它是提高运动能力的必经
之路，即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但若运
动性疲劳不能及时消除，会影响下一步
的训练，并可能引发过度训练综合征。
对此，张一民给出了恢复的科学方法。

训练恢复。1.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
低运动强度、合理安排休息，给身体充
足时间调整。比如跑半小时身体就会疲
劳，可适当加入恢复时间，如跑10分钟
休息一会儿;力量训练可增加组间休息时
间。2.变换运动部位或运动项目。比如
第一天主练一个肌群，隔天换一个利用其
他肌群的项目。3.运动结束后的15~30分
钟内，通过牵拉、放松操、泡沫轴按摩肌
肉等，促进肌肉放松，消除乳酸堆积。

营养恢复。运动中少量多次喝水或运
动饮料;运动间隙吃些易消化的食物，不
会对胃肠道造成过大负担，反而帮助身
体从疲劳中快速恢复;运动后及时补充蛋

白质，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缓解运动
中发生的氧化应激反应，加快自由基的
消除速度，有助于身体更快调整。

心理恢复。以音乐调节神经系统，消
除疲劳;还可做点气功、瑜伽等配合呼吸
的运动，以放松心情，有效改善植物神
经系统的紧张状态。

物理恢复。1.运动后及时洗42℃左右
的热水澡，舒缓神经;还可配合桑拿、蒸
气浴，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消除疲劳，
但时间不能长。2.保证7~8小时睡眠时
间。3.先按摩大肌肉群，再按摩小肌肉
群。比如先按摩大腿肌肉，再按摩小腿
肌肉，以提高肌肉韧带的工作能力。

最后提醒，想要获得更大的锻炼效
益，一定要充分锻炼、充足恢复，这
样机体在训练与恢复的循环过程中不
断接受更多刺激，运动表现才会得以
提高。▲

1 0 岁 的 小 玲 最 近 总
是咳嗽，家长便给其服
用 了 一 些 润 肺 止 咳 的
药，可情况一直不见好
转，他们于是带着孩子
来到医院。结果发现，
小玲咳嗽的罪魁祸首竟
是鼻炎。

孩子咳嗽超过 4 周，
通常认为是慢性咳嗽。
此时，很多家长会认为
是下呼吸道感染，如慢
性支气管炎所致。但实
际上，鼻炎、鼻窦炎等
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引
发慢性咳嗽，这类情况
被称为“上气道咳嗽综
合征”。在引发儿童慢
性咳嗽的常见原因中，
上 气 道 咳 嗽 综 合 征 能
排到第 2 位 ，占 到
24.71%，只是很多家长

不太了解。
孩子患有鼻炎或鼻窦

炎时，鼻腔内有较多的
炎性分泌物，这些分泌
物可倒流至鼻后和咽喉
部，甚至反流入声门或
气管，引发咳嗽。这种
咳嗽可伴有白色泡沫痰
或黄绿色脓痰，以晨起
或体位变换时（如晚上
躺下时、早晨起床后）
明显，还可能咽部有异
物 感 或 频 繁 清 嗓 。 所
以，如果在慢性咳嗽的
同时，伴有鼻部症状，
如过敏性鼻炎的喷嚏、
流涕、鼻塞、鼻痒等；
鼻窦炎导致的鼻部黏脓
性分泌物、慢性鼻塞、
面部疼痛或压迫感等，
可以考虑是上气道咳嗽
综 合 征 。 由 于 儿 童 年

幼，往往不能准确表达
主观症状，更需要家长
细致观察。

如 果 孩 子 遇 到 上 述
情况，首先要在医生的
指 导 下 治 疗 鼻 炎 或 鼻
窦炎。鼻腔冲洗可以减
少鼻腔分泌物，以缓解
其对咽部的刺激。药物
治疗包括抗组胺药物、
鼻喷糖皮质激素、白三
烯受体调节剂等。细菌
性鼻窦炎，则需要抗菌
药物治疗。还要注意让
孩子避免接触过敏原，
脱离被动吸烟环境，改
正“挖鼻孔”的毛病。
此 外 ， 过 敏 性 鼻 炎 也
可能合并有过敏性结膜
炎，甚至支气管哮喘，
如果出现相应的症状，
需要及时就医。▲

城市生活可尽享现代世
界的丰富繁华，农村生活可
更多享受美丽的田园风光。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新
研究发现，在农村长大的人
比城里人方向感更好。

这项研究由法国里昂
大学和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科学家发起的，研究对象
是38 个国家将近 40 万
名志愿者，测试方法是让
这些志愿者玩一款名为“
航海英雄”的手机游戏，

这款游戏是由德国电信公
司与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
究所、东英吉利大学和游
戏商合作开发的，旨在帮
助科学家进行神经科学研
究。游戏中，玩家驾驶船
只，通过触摸手机屏幕，
在虚拟的环境中控制小船
行进方向，穿过岛屿和冰
海寻找目的地。

研究人员说：“我们发
现，在农村长大的人表现
出更好的方向感，这也许

是因为城市纵横交错的街
道网络易干扰人们辨别方
向，而农村人较少受到这
一影响。”

人的方向感会随着年龄
增长而下降。城里人方向
感比农村人退化严重。科
学家还发现，虽然同住城
市，和那些生长在绿植丰
富、街道排列复杂的城里
人相比，生长在街道排列
规则严谨的城里人方向感
更差。▲（孙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