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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9月26日），佐
科威总统在万丹省丹格朗
县塞尔邦市（ICE BSD）
主持国有企业创业日开幕
式时说，“关于粮食危机
事宜，未来的粮食事务，
将是一个必须通过技术解
决的大问题。”

总统接着说，目前，在
农业领域的数字经济占比
仅4%，仍低于金融科技领
域23%和零售业14%。

“请注意，这是很大
的机遇。因为在食物问题
上，也就有生产、分配和
市场等问题。这一切都是
机遇，在分配方面，生产
方面，市场方面，全都是
机遇，”他如斯说。

总统表示，食品领域可
以开发多种商品。此外，
可以贯彻的消费者指标也
多种多样，从农民到家庭
主妇。

“粮食不仅仅是大米，
当然还有高粱、魔芋、木

薯、西米等等。所以这是
一个很大的商机，消费者
指标可以是田间的农民，
海洋中的渔民直到厨房
的家庭主妇。机遇无限
大。”

不仅在粮食领域，总统
还要求初创公司能积极利
用卫生领域的机遇，例如
通过开发远程医疗。

总统阐明，“我国拥
有1700 0个岛屿、514个
县/市、34个省，我们能
做些什么让我们的健康大
跃进？可应用程序连接平
台，连接远程医疗，远程
操作。”

另外的商机是发展中小
微型企业（UMKM）领域。
总统表示，在现有的6540
万家中小微型企业中，只
有大约1900万商业业者加
入或正在使用数字平台。

他说，“确实还有很多
问题，包装，产品质量，
产能等问题，但是加入数

字平台的只有1900万家，
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总统在致词时还强调
了印尼数字经济的快速增
长，是东南亚最高的。印
尼数字经济的潜力从2020
年的632兆盾左右至2030
年将跃升至4531兆盾，增
长八倍。

我国的创业公司在世
界上排名第六，仅次于美
国、印度、英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

“也就是说，机会是巨
大的。女士们，先生们，
尤其是年轻人，这是一个
庞大机遇，因为我国的互
联网用户已经达到7 7%
、每天使用率8小时36分
钟。”他说道。

最后，总统强调，创业
者应关注市场需求。总统
指出，大多数创业公司没

总统主持国企创业日开幕式

鼓励在全球危机使用技术抓紧机遇
关 于 粮 食 危 机 事

宜，将是一个必须

通过技术解决的大

问题。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我国总统佐科威

鼓励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在全球危机之际通过使

用技术抓紧机遇。

周一（9月26日），佐科威总统在万丹省丹格朗县塞尔邦市主持2022年国有企业创业日
开幕式。

有成功是因为他们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国企部长
艾立克·多希尔（E r i c k 
Thohir）表示，BUMN创业
日活动旨在推介国企领导
人并拉近他与初创企业创
始人的距离。

他说，“我们要求国
有企业不要直接投资，但

必须有风险投资帮助国有
企业。因为我们不希望在
数字行业没有经验的国企
管理层在没有任何帮助的
情况下直接投资，因为我
们设法保持真实的可持续
性。”

此次活动共有150家参展
商、250家初创企业和22家
国有企业参加，从商业配

对到展览带来许多机会。
艾立克说，这是对我国技
术进步的一种支持。

陪同总统出席此次活
动的有国有企业部长艾立
克·多希尔、内阁秘书
Pramono Anung、国有企业
副部长Kartika Wirjoatmodjo
和 万 丹 省 暂 摄 省 长 A l 
Muktabar 。 (fd)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
我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受
洪水和山体滑坡影响的灾
民的负担。这场灾难对巴
基斯坦人民产生广泛影
响，破坏农田、学校、房
屋和基础设施，并迫使大
约80万人撤离。

佐科威总统周一（26/9
）在雅加达哈林空军基地
发送援助物资时说，“为
减轻巴基斯坦兄弟姐妹的
负担并为体现国际团结，
我国政府提供大约100万
美元的现金援助以及我们
今天正在发送物资的人道
主义援助。”

总统表示，第一阶段
的援助是由两架飞机发送
的。总统希望这个援助能
够帮助巴基斯坦人民，使
他们能够迅速康复并恢复
他们的活动。

“前两架飞机与之后
两架飞机，装载基本必需

品，其中有帐篷、衣服、
毯子、睡袋、发电机，还
有药品和医疗用品，”总
统如斯说。

除了以上援助，总统接
着说，我国政府还准备派
遣卫生工作者为巴基斯坦
的灾民提供医疗援助。此
外，总统还对灾情的遇难
者表示深切哀悼。

“除了代表我自己，也
代表印尼人民，我对巴基斯
坦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
成的生命损失表示最深切的

哀悼，”总统如是说。
出席人道主义援助的还有

人类发展和文化统筹部长穆
哈吉尔·埃芬迪（Muhadjir 
E f f e n d y）、内阁秘书帕
拉摩诺·阿农（Pramono 
Anung）、国家赈灾管理局
（BNPB）主任苏哈里安托
（Suharyanto）、国家警察总
长李斯特约·西吉特·普拉
博沃（Listyo Sigit Prabowo）
和巴基斯坦驻我国大使穆
罕默德哈桑（Muhammad 
Hasan）。 (fd)

印尼向巴基斯坦灾民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周一(26/9)，佐科威总统在雅加达的哈林空军基地发布新
闻稿一瞥。

【 本 报 雅 加 达 讯 】
Bibit“共同资金”（Reksa 
Dana）投资应用软件认为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券能
够在经济动荡中成为稳当
可靠的投资途径。

周一（9月26日），Bibit
公关和企业传播主任威廉
说道：“在不确定的经济
环境中，散户投资者可以
使用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
券作为消极收入可供替代
的选择方案。”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券
发售期从9月26日至10月20
日结束，三年期限每年固
定利率高达5.95%及可在
二级市场上交易。此固定
利率高于国有银行存款的
平均利率和印尼银行目前
高达4.25%的基准利率。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券
征收的税款仅达10%，低
于高达20%的存款利息。
税额也相对较低，因为国
家保证100%，所以没有违
约风险。

威廉说道：“购买包括
这个ORI022 在内政府发行
的证券，这意味着民众参
与了为国家收入和支出预
算提供资金。投资者购买
ORI022除了获利之外还有
一个好的使命。”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券
购买或订购最低价格为100
万盾最高为50亿盾。第一
张首付息票将于2020年12
月15日开始支付，接下来
将于每个月15号支付。

民众对投资国家证券的
兴趣不断增加。在2022年8

月19日至9月14日SR017系
列零售国家伊斯兰教法证券
（SBSN）发售期间，总共
有6万532名投资者购买，
其中46.8%是千禧一代投资
者，是印尼历来最多。

Bibit成为SR017系列零
售国家伊斯兰教法证券销
量最高的金融科技品类的
分销合作伙伴。

威廉补充称，Bibit始终
致力于提供安全、方便、
有趣的投资体验并鼓励人
们为国家做出贡献。

威廉说道：“我们继续
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想
要帮助政府增加印尼投资
者对国家发展的参与，提
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弹性，
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依
赖。”（cx）

ORI022系列零售国债券

被认为是稳妥的投资途径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经济学改革中心（CORE）
经济学家穆罕默德·法伊
萨尔声称，印尼央行7天逆

回购利率上升能够将2022
年通胀率同比保持在6%至
7%范围内。

周一（9月26日），法
伊萨尔告诉安塔拉通讯
社：“考虑到年底的情
况，通胀率同比可能会在
7%以下，我预计在6%到
7%之间。”

法伊萨尔称，9月22日印
尼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高达
50基点至4.25%，将有助
于吸引印尼经济体系中的
流动性或货币流通。

法伊萨尔说道：“这自
然将降低通货膨胀，也就
是说跟经济体系中的货币
流通水平有关。”

他接着称，印尼央行7天

逆回购利率上升也将致使民
众购买力下降，尤其中下产
阶级人群。然而，因为这个
人群对印尼经济增长的总贡
献率很小约为 17%，所以
这不会产生显着影响。

法伊萨尔说道：“上层
阶级人群对印尼经济增长
的贡献很大。这个人群受
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

据他称，因而今年国内
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但是
幅度不会太大。他预计今
年印尼经济同比增长率仍
在4%以上，或将降至5%
以下。

他声称直到今年年底印
尼央行或将再上调基准利
率。（cx）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9月26日）

累计确诊 : 6,423,873 例
疑似患者 ：     2,818 例
新增病例 :     1,344 例
累计死亡 :   158,036 例
累计治愈 : 6,246,54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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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雅加达讯】印
尼财政部长丝丽·穆尔雅
妮·英德拉娃蒂声称截至
8月16日已向2065万受益家
庭发放高达6.2万亿盾的汽
油补贴转移成直接现金援
助（BLT BBM）。

周一（9月26日），丝丽
部长在雅加达召开的KiTA
国家预算新闻发布会上
称：“因为政府对汽油价
格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增
加12.4万亿盾的社会援助
金，其中6.2万亿盾已经发
放给2065户受益家庭。”

每户受益家庭连续4个

月从9至12月每个月将获得
15万盾现金援助。而高达
9.6万亿盾的工资性补贴援
助，其中2.62万亿盾已于
今年9月16日兑现，在1600
万名劳动者中有440万人已
领取工资性补贴。

工资性补贴受益人是月
薪低于350万盾的劳动者，
一个月获得60万盾工资性
补贴。

印尼政府于9月初上调汽
油价格之后将汽油补贴转
移成直接现金和工资性补
贴援助，以维持受生活必
需品价格上涨影响的民众

的购买力。
除了直接现金和工资性

补贴援助，印尼政府也将于
2022年8月到期的社会保护项
目，261.8万亿盾已兑现。

该社会保护计划其中有
幸福家庭计划卡（1000万
户受益家庭）、九种生活
必需品卡（1870万户受益
家庭）、食用油现金援助
（2180万名受益人）、就
业前卡（280万名受益人）
、乡村直接现金援助（750
万户受益家庭）和向500万
名债务人提供人民营业贷
款利息补贴。（cx）

财长称6.2万亿盾汽油补贴直接现金援助已兑现

经济学家称

7天逆回购利率上升将通胀率保持在6%至7%范围内

【本报雅加达讯】
印尼贸易部长朱尔基弗
利·哈山声称在上任100
日内已成功把食用油、蛋
鸡、肉鸡、牛肉、辣椒、
红洋葱、大蒜、砂糖等物
价给稳定住。

周日（9月25日），哈
山在贸易部长100个工作日

绩效活动上说道：“当我
担任贸易部长第一天时，
食用油价格不受控制。总
统下令在两个月之内价格
一定要在1万4000盾。”

哈山讲述，当时一度不
知所措，当时食用油价格正
处于高位，总统下令一定要
在两个月之内将价格降至每

升1万4000盾。第二天，他
终于发现导致食用油价格上
涨的“罪魁祸首”，相信自
己能在短短两周内将爪哇和
巴厘的食用油价格降低，然
后在第三周降低加里曼丹、
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市场上
的价格。

直到2022年9月21日，

食用油最后零售价格在1万
3800盾水平，比6月15日的1
万6400盾降低至15.24%。

他说道：“现在价格均
为13800盾。巴布亚和马鲁
古省城市价格是1万4000
盾，但是山区就不一样了，
这是因为是空运的。”

目前牛肉价格每公斤为

15万盾，而冷冻牛肉价格
为12万盾。

大蒜价格每公斤在3万盾
水平，而鸡蛋价格每公斤在
2万7000至8000盾之间。贸易
部长称鸡蛋价格已经稳定。

哈山坦言称，目前大米
价格已经开始上升，从4400
盾涨至5500盾。（cx）

贸易部长声称上任100日内成功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



【印尼C N N新闻网】
巴布亚省长卢卡斯（Lu-
kas Enembe）律师Stefanus 
Roy  Rening于周一（9月
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中透
露，由于卢卡斯的身体状
况欠佳，他昨日仍缺席肃
贪会的传唤。

“卢卡斯因生病而无法
到来接受肃贪会调查，要提
供说明的人必须身体健康，
若人还生病的话，怎么可
能提供说明呢。”  Stefanus 
Roy Rening这样说道。 

Stefanus  Roy  Rening
表示，卢卡斯理应再前往
新加坡接受治疗，但是根
据肃贪会的要求禁止他出

国。因此，我们要求肃贪
会和私人医生能立即检查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肃贪
会宣布卢卡斯因涉嫌受贿
贪污案，并已被列为犯罪
嫌疑人。虽然肃贪会没有
透露卢卡斯涉嫌受贿贪污
案的细节信息，但是卢卡
斯被疑涉嫌挪用特别自治
资金（otsus）。

为接受进一步调查阶
段，根据肃贪会要求禁止
这位民主党政客卢卡斯出
国的申请，有效期从9月
7日开始至202 3年3月结
束，为期六个月时间。 

收集足够的证据后，肃
贪会将对卢卡斯涉嫌洗钱

犯罪（TPPU）展开调查。
此外，肃贪会也将对卢卡
斯贪污所得钱款疑似流向
赌场展开调查，目前卢卡

斯存放在各家银行、保险
公司等共计710亿盾钱款
被金融交易报告和分析中
心冻结。(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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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东博会理想交易额
显示经济合作巨大潜力

第十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CAEpo）在广西南
宁市圆满落幕。印尼实现了23.3兆盾的商业交易，
表明两国经济合作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势头。

周六，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
mangun）在北京称:“展会期间，通过直接贸易、
商业协议和投资谅解备忘录，两国总交易额达到
23.3兆盾。” 

印尼总是在中国大陆南部地区举办的该年度盛
会中搭建平台。在博览会期间，印尼还出席了2022
年东盟媒体伙伴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会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贸易
与基础设施论坛、中国-东盟港口信息论坛等多个
投资和贸易论坛。

这次博览会的举办显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
印尼是东盟成员国之一)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
发展。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愿与东南亚各国在
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开展各种领域的
合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不久前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
大楼就中国的地区政策发表讲话时说：“最令人鼓
舞的进展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我们
是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我们的贸易额比过去30年
增长了100倍。我们的双向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100
亿美元(4641兆盾)。” 

王毅说：“中国和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
我们有着共同的未来，一直是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我本人接触东盟国家事务已有30多年。”

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进入“快车
道”，发展日益迅速。王毅继续说，当前国际安全
危机经常给人类敲响警钟。他说:“  这是清楚不
过的一个提醒，对和平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
心，必须小心捍卫和珍惜。”

“我们绝不能允许任何将地缘政治冲突或集团
对抗扩大到亚洲的企图，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世界这
一地区出现制裁、封锁或人道主义危机。近日，习
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GSI），为解决
全球和平赤字和全球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我
们需要坚定地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
愿景而奋斗。”他说。

对我们印尼来说，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需要维
护与任何大国的合作。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主权大
国，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坚定的原则，在发
展中国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巨大压力后，中国引
领经济复苏。印度尼西亚也在继续努力恢复去年萎
缩的国民经济。目前，几乎所有生产部门都在缓慢
但肯定地扩大生产。

尽管尚未完全克服病毒大流行，但商品和制成
品的出口业绩仍在继续增加。印尼2021年的出口额
达到2320亿美元，佐科威总统称这一数字为历史上
最高成就。佐科威前段时间表示:“我们的出口在
2021年也增长非常快，为41.9%，达到历史最高
的2320亿美元。”

因此，企业家们不可错失举办像中国—东盟博
览会(CAExpo)这样的贸易展览会的机会。不应放
过每一个开放的机会，相反应充分加以利用。印度
尼西亚和东盟将继续发展成为未来日益发达的经济
增长中心。

每一次的发展和进步，无论多么微小，都将受
到欢迎，并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的机会
很多而且非常广阔。尤其今年佐科威总统将于11月
在巴厘岛主持20国集团（G-20）峰会，他当然非
常清楚自己在促进人民进步和繁荣方面的立场。

马鲁夫说，感谢首相
阁下的热烈欢迎。日本是
印度尼西亚重要的经济伙
伴之一。他表示，佐科威
总统今年7月访问东京，
表明了印度尼西亚继续加
强与日本具体合作的承
诺，以造福两国人民。

在 回 应 副 总 统 马 鲁
夫.阿敏的声明时，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对马鲁夫
愿意出席前首相安倍晋
三（Shinzo Abe）的葬礼
表示感谢。

岸田文雄说，我与您
公开交换意见，继续为
外交遗产作出努力。副

总统阁下出席了日本天
皇2019年的加冕仪式，
我相信我们国家历史悠
久的友好关系近年来得
到了深化。

此前，马鲁夫在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驻东京大使
馆表示，他将利用对岸田
文雄的礼节性访问，跟进
佐科威总统今年7月访问
日本的结果，并讨论印度
尼西亚的一些利益，特别
是加强经济、就业、卫生
和提高人力资源能力方面
的合作。

马鲁夫还谈到今年11
月在巴厘岛举行G20峰会

签署印尼-日本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IJEPA）更改
协议的重要性。他希望
52亿美元的扩大投资和
新增投资；完成战略性
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解
决印尼农业和渔业产品
出口准入壁垒等问题能

早日实现。
马鲁夫表示，他想鼓

励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
间的潜在合作，特别是
在食品、化妆品、时尚
和旅游等主要行业，发
展伊斯兰教法经济和清
真产业。(pl)

【印尼C N N新闻网】
梭罗市长吉布兰（Gib ran 
Rakabuming  Raka）周
一（ 9月 2 6 日）在梭罗
土地办事处透露，阿联
酋 阿 布 扎 比 王 储 穆 罕
默 德 · 本 · 扎 耶 德 ·
阿勒纳哈扬（M o h a m -
med  bin  Zayed  a l-
Nahyan昵称MBZ）将于10
月 1 7日抵达中爪哇省梭
罗市Gi l i ngan县为She i kh 
Z a y e d 大清真寺主持竣
工仪式。目前这S h e i k h 

Zayed大清真寺已经完成
竣工，我们仍等待阿联
酋阿布扎比王储M B Z前
往梭罗的安排时间。

吉 布 兰 称 这 S h e i k h 
Zayed大清真寺作为印尼
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友谊
象征。在为Sheikh  Zayed
大清真寺主持竣工仪式
前，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MBZ将于10月15日至16
日出席在巴厘岛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峰会。(yus)

【安塔拉通讯社】国会
第一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
2023年国防部和国军的工
作和预算计划（RKA）。

国会第一委员会主席
梅蒂雅.哈菲德（Meutya 
Haf id）周一（9月26日）
在雅加达史纳延国会大楼
说，国会第一委员会与国
防部长和海陆空参谋长举
行工作会议，国会第一委
员会所有成员和国防部长
都一致同意工作会议以非
公开方式举行。

国会第一委员会成员哈
萨努丁（TB  Hasanuddin）
表示，工作会议是为了完
成对国防部/国军2023年
预算的讨论。该预算必须

得到国会第一委员会的批
准，然后向国会预算局报
告。

哈萨努丁评估，没有急
事要讨论，因为国防部/
国军的总预算已最终决
定，只是等待批准。这次
会议原定只讨论预算，但
可能会发展到与国防有关
的其他问题。他表示，之
前于9月5日的国会第一委
员会工作会议，确实讨论
了有关2023年国防部和国
军的工作和预算计划，但
尚未完成，因此需要再次
讨论以获得批准。

出席国会第一委员会
工作会议的有国防部长帕
拉波沃、国军总司令安迪

卡（Andika  Perkasa）、
陆军参谋长杜东（Dudung 
Abdu rachman）和海军参

谋长尤多•马戈诺（Yudo 
Ma rgono），以及空军参
谋长的代表。(pl)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透露

大部分巴布亚特别自治资金现由中央管理

【罗盘新闻网】国家情
报局（BIN）局长布迪古纳
宛（Budi  Gunawan）退役
上将于周一（9月26日）
在国会大厦与国会第一委
员会议员进行工作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以非公开方
式进行，特别讨论部门/
机构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
2023年部门/机构的工作计
划和预算。”  布迪古纳宛
退役上将在国会大厦说道。

被问到是否讨论另外的
议题时，布迪古纳宛退役
上将表示我们仍与国会第
一委员会议员谈论网络安
全问题，尤其应对这五年
一次的2024年正副总统选
举的来临，国会第一委员
会议员关注2024年大选的
网络安全。

此外，布迪古纳宛退役
上将在当天不愿回应记者提
出的有关自称Bjorka黑客的问
题，并立即离开现场。(yus)

马鲁夫和岸田文雄

讨论加强两国友好关系

副总统马鲁夫周一（9月26日）在日本东京赤坂离宫会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安塔拉通讯社】副总统马鲁夫.阿敏

（Ma’ruf  Amin）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周一（9月26日）在东

京赤坂离宫（IstanaAkasaka）讨论加强印

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将到访梭罗

为Sheikh Zayed大清真寺主持竣工仪式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国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国防部/国军2023年预算

国防部长帕拉波沃•苏比安多（Prabowo Subianto）在雅加
达史纳延国会大楼出席2022-2023年国会第一委员会工
作会议。

【 点 滴 网 泗 水 讯 】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
（Mahfud  Md）表示，
巴布亚特别自治资金的
管理不正确。因此，巴
布亚的特别自治资金从
国家收支预算特别分配
资金中增加至2.25%。

玛弗德在东爪哇JW
万 豪 酒 店 对 记 者 说 ，
因 为 很 久 以 来 已 知 悉
巴 布 亚 特 别 自 治 资 金
的 管 理 不 妥 善 ， 所 以
现 在 该 特 别 自 治 资 金
的 数 额 已 经 增 加 ， 从
一 般 分 配 资 金 的 2 % 
增加到2.25%。 

玛 弗 德 解 释 说 ， 由

于管理不妥善，巴布亚
特别自治资金的管理目
前一分为二，并受到严
格监管。一部分由中央
政府处理（1.25%），
一部分由地方政府管理
（1%），但所有监管都
加强了。

稍 后 ， 中 央 政 府 将
确 定 每 个 项 目 将 执 行
的 内 容 。 当 然 ， 实 施
项 目 者 是 经 过 地 方 政
府 允 许 的 ， 尽 管 资 金
是 由 中 央 政 府 管 理 。
但是，地方政府必须提
出一个明确的建议和计
划，然后由中央政府批
准并拨出资金。(pl)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Mahfud Md）

卢卡斯因生病不能出席肃贪会的传唤

巴布亚省长卢卡斯。

布迪古纳宛与国会第一委员会 讨论2024年大选的网络安全

国家情报局局长布迪古纳宛退役上将于9月26日在国会大厦
与国会第一委员会议员进行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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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拉本田机车（AHM）公司正式推出全新Vario 125
型自动档摩托车。全新Vario 125cc采用 本田 液冷发
动机，配备了本田智能钥匙系统、全数字面板仪表和 
USB 充电器的高级功能与eSP（Enhanced Smart Power ）
技术。这款新型摩托全面升级，在发动机，车架，设
计和功能更先进, 备有三种选择，即CBS , CBS-ISS 和  
CBS-ISS SP。图为起左至右，周一（26/9），AHM营销
总监Thomas Wijaya，AHM总裁Keiichi Yasuda，执行副总裁
Johannes Loman与营销总监Tetsuya Komine在西爪哇省勿加
西县Cikarang的AHM安全驾驶公园与全新Vario 125自动档
摩托车一起亮相。商报/Max Manuhutu摄 

AHM推出全新Vario 125型自动档摩托车

海事与渔业部秘书长
Antam Novambar与俄罗
斯联邦渔业局Ilya Shes-
t a k o v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举办的V 全球渔业论
坛和俄罗斯海鲜博览会
间隙举行双边会议后说
道：“我国拥有可以满
足俄罗斯渔业市场需求
的优质渔业商品，如虾
子和海藻。”

他在雅加达收到的新
闻稿中解释说，在上述
双边会议上，海事与渔
业部要求可马上达成协
议，来加强两国渔业产
品的贸易合作，因此，
在2022年11月份于巴厘

岛举行的G20活动间隙能
签署文件。

此外，俄罗斯当局代
表Shestakov表示，俄罗
斯拥有监测渔船的卫星
技术。

“我们可以探索在监
测卫星发展的技术转让
方面进行进一步合作，
因为上述技术在实施基
于配额的量化捕捞政策
非常需要的，”他这么
说。

与此同时，加强海事
与渔业产品竞争力代理
总干事Ishartini声称，在
最近今年内，俄罗斯成
为我国渔业产品出口的

潜在市场之一。
值此之际，海事与渔

业部代表团参观了生产
鱼类加工产品和海藻的
鱼类加工单位之一。

“我们将探索出口俄
罗斯渔业所需的我国渔
业产品的机会，”她称。

此 前 ， 海 事 与 渔 业
部长德冷科诺（S a k t i 
Wahyu Trenggono）也指
示其工作人员继续提高
渔业产品的出口业绩。
他 还 继 续 发 展 优 质 商
品，以支持我国渔业的
出口业绩。(vn)

我国海事与渔业部与俄罗斯合作

加强我国渔业产品出口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渔业部努

力加强与俄罗斯当局建立渔业产品的贸易

合作，以增加对该国家的渔业出口额。

图示海事与渔业部秘书长Antam Novambar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与俄罗斯联邦渔业局局长Ilya Shestakov举行双边会议。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阿古斯（Ag u s 
Gumiwang Kartasasmita）
称，我国与南非探索签订
优惠贸易协定（PTA）的
可能，来加强两国的制造
业。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于
26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
明中表示：“可以说，目前
两国都在探索签订优惠贸易
协定的可能，旨在开拓市场
机会。优惠贸易协定是加强
两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在军
事装备、加工食品和农业领
域的努力。”

工业部长阿古斯陪同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Airlangga Hartarto），在
巴厘省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贸易、投资和工
业部长级会议（TI IMM）
间隙，与南非贸易、工业
和竞争部长埃布拉欣姆·
帕特尔（Ebrahim Patel）
进行会晤。

在会晤上，我国政府表
示，能源向低碳转型是实
现气候复原力、支持环境
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方
面。

工业部长补充说，印尼
和南非是矿产和贵金属资
源丰富的国家。

“印尼正在努力对出
口，特别是原材料出口实
行适度控制，以期鼓励这
些矿产品向下游转化为具
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阿古斯说。
镍下游政策鼓励了镍

基冶炼厂的发展，主要生
产镍生铁（NP I）和镍铁
（FeNi），从而提高了不
锈钢行业的生产能力。

“六年前，印尼的镍
出口额仅为11亿美元。但
20 2 1年的镍出口额增至
209亿美元，附加值跃升
了19 倍，”阿古斯说。

南非已与法国、德国、
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公正的
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我
国可以学习这种经验和最
佳实践，以寻找合适的模
式来应对印尼的气候变化
问题。

“这次会晤是为探讨两
国具体合作的机遇，特别
是在共同关心和潜力的领
域，”埃布拉欣姆·帕特
尔说。

除了讨论能源和矿业合
作外，还提到了清真食品
与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的
合作潜力。

在会晤上，双方同意分
享经验，创造合作机会，
并继续保持定期沟通。 双
方还同意，投资者必须与
当地产业合作，以创造平
衡的投资价值。

2021年南非对印尼的投
资总额146万美元，分布
在14个项目。同时，2021
年印尼与南非的非油气贸
易总额达到28亿美元，比
202 0年的13亿美元增长
122%。(er)

【安塔拉社巴厘岛讯】
我国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承诺继续加
强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的合
作。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在巴厘举行G20贸易、投
资和工业领域部长级会议
（TI IMM）时说：“现今
我国与UNIDO建立的合作
是在印尼与UNIDO于2021
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方案
下实施，已经由我和此前
担任UNIDO总干事Li Yong
在20 2 1年11月份举行第

二届工业发展区域会议
（RCID）时签订。”

我国已自从1980年以来
成为UNIDO的成员国，并
通过印尼—UNIDO国家方
案的合作框架已自从2004
年以来实施。

在巴厘岛举办G20我国
轮值主席国系列活动的
T IMM活动间隙举行的双
边会议上，工业部长陪同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Airlangga Hartarto）与
UNIDO总干事Gerd Muller
和他的员工进行了对话。

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

IUCP中的项目致力于四个
组成部分，即加强工业竞
争力和市场准入、实施可
持续和清洁能源、保护环
境，及通过集中于创新、
数字化，及工业4.0为重
点加强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现今工业部
成为全球生态工业园区计
划（GE I P P）的主要对应
方。

这项目的目的是为了
支持在我国工业区实施生
态印尼公园计划的试点项
目。

“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

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高价值影
响的环保工业区，”他阐
述。

他认为，上述合作项目
的实施已经对促进我国工
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因此能够减少贫困率、提
高国家贸易能力，及建设
可持续环境。

“我也希望UNIDO继续
大力支持我国加快实施工
业4.0，并提高国家工业
的能力，因此，我们能提
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力，”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
（Budi Karya Sumadi）
呼 吁 瓜 拉 丹 绒 （ K u a l a 
Tanjung）港码头运营商提
高绩效和效率，为苏北省
Batu Bara县Sei Mangkei经
济特区客户提供可靠的物
流运输服务。

交通部长于昨日在雅
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表
示：“Sei Mangkei经济
特区和Kuala Tanjung港互
相配套。若Sei Mangkei
经济特区的生产能力提
升，Kuala Tanjung港口
码头的生产能力也跟着增
强。”

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
上周六（24日）视察Kuala 
Tanjung港和Sei Mangkei
经济特区时透露，未来两

年，Sei Mangkei经济特区
将建有 10 家新厂，有望
进一步提高Kuala Tanjung
港的生产力。

为提高从Kuala Tanjung
至Sei Mangkei经济特区或
往返的物流配送顺畅，政
府要求货运铁路下个月开
始运营。

“对于货运，铁路比
公路便宜很多、效率更
高，从Kuala Tanjung至Sei 
Mangke i只需30分钟，”
他说。

布迪·卡利亚称，交通
部将与投资部邀请Ku a l a 
Tanjung港和Sei Mangkei经
济特区的一些利益相关者
提交 2023 年工作计划，
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

他续说，苏北省是一个
潜力巨大的地区，尤其是

毛棕榈油和棕榈油。
“听说印尼亚沙汉铝业

（Inalum）公司也有计划
在这里投资。在Pelindo和
Inalum的协同作用下，希
望Kuala Tanjung港的货物
流动性从目前的23%，于
2024年可以增至50%，”

他说。
政府继续推进多式联

运发展，以增加往返Se i  
Mangkei经济特区的货物流
动性，其中是将使前往Sei 
Mangkei、Kuala Tanjung和
勿拉湾港（Bel awan）的
铁路互相衔接。(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
ta）对支持冰箱出口额达
3.744亿美元的国内电子
行业而表示赞赏。

他在雅加达发布声明
中说：“我对印尼松下电
器（Panasonic Manufac-
turing Indonesia）公司的
所有员工对政府鼓励电子
行业出口活动的支持表示
最崇高的敬意。”

他认为，上述努力证

明了政府与工业家之间
的合作进展顺利。

“松下冰箱产品受到
欢迎证明了我国儿童制
造的电子产品质量得到
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他说道。

冰箱产品是在我国的
出口额较高的产品之一。

在2021年冰箱出口额
达到3. 7 4 4亿美元。我
国冰箱的出口额很高，
其中之一是因为印尼松
下电器公司做出巨大贡

献，该公司已经把当地
的40%产量出口到亚洲
和中东市场。

除 了 日 本 、 香 港 、
马来西亚、缅甸、阿联
酋、科威特和阿曼外，
柬埔寨是PMI公司第八大
的冰箱出口的目的国。
除了冰箱之外，PMI公司
也已经出口其他的电子
产品，如音响产品、水
泵和洗衣机。

PMI公司已经自从1970
年以来在我国运营。现

今PMI公司雇佣了1990名
工人，并具有30个出口
目标国，包括亚太、中
东、非洲、欧洲，及美
洲地区。

此外，PM I公司总裁
Dan i e l  S u h a r d im a n声
称：“PM I公司出口的
增加对我国经济带来了
积极的乘数效应，如吸
纳 工 人 ， 或 扩 大 投 资
的潜力，PM I公司的出
口构成占我国总产量的
21%。”(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投资加速工作组以及土地
利用管理和投资管理工作
组已吊销20 7 8个违规或
闲置的采矿经营许可证
（IUP）。这一举措符合佐
科·维多多总统的意愿。

投资部长兼投资加速工
作组组长巴利（Bahlil La-
hadalia）于26日在雅加达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对IUP被吊销的企业可提出
异议。恢复已撤销的IUP的
验证过程，最迟于2022年
10月第二周完成。

“关于撤销采矿业务
许可证的进程，工作组在
第一阶段已撤销20 7 8个
IUP，”他说。

在被撤销的 2078个IUP 
中，有733家矿业公司提
出反对意见。

工作组也进行了重新评

估。在第一阶段被撤销的
213个IUP中，只有83-90
个IUP符合许可要求并恢复
已撤销的IUP。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
第二阶段，第二批有219
个许可证。现在，大约
有11 5个 I U P符合恢复条
件，”他说。”

巴利透露，在第二阶段
恢复的经营许可证以C类
矿业为主，大部分是地方
的中小微型矿业公司。恢
复中小微型矿业公司经营
许可证也是政府对IUP申
请企业进行全面评审的步
骤。

对提出反对的其余300 
家矿业公司，特别工作
组将重新验证其经营许可
证。验证过程最迟于2022
年9月底或10月第二周完
成。(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财政部国有资产总局局
长Rionald Silaban称，印
尼鹰航公司已实施战略举
措，以确保重组在未来顺
利进行。

Rio于26日在雅加达与
国会第十一委员会进行听
证会时说：“鹰航进行了

谈判。其中宽体飞机平均
租赁费率下降43%，窄体
客机平均下降34%。”

他继续说，鹰航集团还
将飞机队数量从2020年的 
196架，于2022年减少到
119架。

“鹰航还成功与飞机供
应商谈判，以按小时增加

功率，其中飞机成本的支
付根据飞机的使用时间进
行调整，”他说。

此外，鹰航公司还将
对航线进行优化，将航线
从2019年的102条减少到
2022年的76条，或关闭没
有盈利的航线。

鹰航还将增加其他相

关业务收入，包括货运在
内。20 2 2年的潜在业务
收入达3. 2 3亿美元，于
2025年增加到5.14亿美
元。

鹰配股及转股计划预计
于2022年12月完成，临时
股东大会将于2022年10月
14日召开。(er)

我国与UNIDO承诺在G20 TIIMM上加强制造业合作

交通部吁Kuala Tanjung港码头运营商

为客户提供可靠物流运输服务

9月24日，交通部长Budi Karya Sumadi（左）视察Kuala Tanjung
港和Sei Mangkei经济特区。

工业部长：我国与南非

探讨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加强制造业

投资加速工作组

已吊销2078个违规采矿经营许可证

9月26日，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BKPM）主任巴利在
雅加达举行新闻发布会。

确保重组顺利进行 

财政部；鹰航实施战略举措

工业部长表示赞赏

国内电子行业冰箱出口额3.74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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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全球央行激进鹰派显副作用
国际金价自近30个月低点反弹

周一(9月26日)，国际金价创2020
年4月上旬以来新低至1626.60美元/
盎司，因美元走强以及全球主要央行
采取激进鹰派立场以抑制通胀。但全
球经济增长前景因此堪忧，避险情绪
限制了金价下行步伐。北京时间15:16
，现货黄金下跌0.17%至1640.83美
元/盎司；COMEX期金主力合约下跌
0.45%至1648.3美元/盎司；美元指数
上浮0.28%至113.376。

全球油路大洗牌限制了跌势
国际油价创逾8个月新低

周一(9月26日)，国际油价触及1月初
以来新低，人们担心全球利率上升引发的
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导致燃料需求下降，而
且美元飙升限制了非美元消费者的原油
购买能力，尽管俄乌战争对石油市场造成
的干扰为价格提供了一些支撑。北京时
间16:40，NYMEX原油期货下跌0.52%至
78.31美元/桶；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0.74%至84.41美元/桶。两市分别创1月
6日以来新低至77.21美元/桶和1月11日
以来新低至83.45美元/桶。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9月26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7127.50	 -0.71

	 1020.20	 -0.53

	 618.93	 -1.34

	 1912.36	 -3.98

	 1284.21	 -1.34

	 1318.18	 -2.73

	 704.29	 -0.6

	 872.80	 -0.29

	 1461.51	 -0.26

	 1508.33	 0.21

	 706.36	 -0.82

	 7219.14	 -2.25

	 1005.88	 -1.17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黄金行情
9月26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480.000	盾卖出	 4.43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960.000	盾卖出		 8.8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6431.55		 跌	 722.28

韩国综合	 2220.94		 跌	 69.06

香港恒生	 17855.14		 跌	 78.13

上海综合	 3051.23		 跌	 37.14

欧股

英国FTSE	 6967.66		 跌	 50.94

德国DAX	 12276.13		 跌	 8.06

法国CAC	 5777.66		 跌	 5.75

荷兰AEX	 639.54		 涨	 0.26

Http://tw.stock.yahoo.com	26/9/2022	18:15

美股

道琼工业	 29590.41		 跌	 486.27

那斯达克	 10867.93		 跌	 198.88

S&P	500	 3693.23		 跌	 64.76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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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1	 ITMG	 43250	 41300	 -1950	 -4.51%	 7422300	 307572245
	 2	 UNTR	 34000	 33300	 -700	 -2.06%	 9864200	 321944022
	 3	 STTP	 7500	 7100	 -400	 -5.33%	 500	 3550
	 4	 IBST	 7200	 6825	 -375	 -5.21%	 1600	 11002
	 5	 MBAP	 9250	 8900	 -350	 -3.78%	 690000	 6176502
	 6	 UNIC	 11425	 11125	 -300	 -2.63%	 7000	 78197
	 7	 ABMM	 4650	 4380	 -270	 -5.81%	 9696700	 42250135
	 8	 INDY	 3270	 3070	 -200	 -6.12%	 65411200	 203175150
	 9	 RDTX	 8800	 8600	 -200	 -2.27%	 200	 1740
	10	 ADRO	 4050	 3860	 -190	 -4.69%	 163896500	 634821443

	 1	 GGRM	 22300	 23050	 750	 3.36%	 1416900	 31988892
	 2	 MREI	 3900	 4550	 650	 16.67%	 14100	 60719
	 3	 MEGA	 5375	 5750	 375	 6.98%	 52100	 290072
	 4	 EDGE	 21650	 22000	 350	 1.62%	 2500	 54637
	 5	 PRDA	 5250	 5500	 250	 4.76%	 611100	 3283445
	 6	 TFAS	 4350	 4480	 130	 2.99%	 70400	 311740
	 7	 ISAT	 7350	 7475	 125	 1.70%	 5595800	 41121897
	 8	 BEBS	 3950	 4060	 110	 2.78%	 27246600	 107173493
	 9	 BYAN	 65400	 65500	 100	 0.15%	 22500	 1476470
	10	 JECC	 4850	 4950	 100	 2.06%	 1100	 5435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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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2.66	 9942.66	 0.00	 0.00	
CNY	 2097.46	 2152.46	 2092.46	 2157.46	
EUR	 14473.72	 14813.72	 0.00	 0.00	 	
GBP	 16037.37	 16437.37	 0.00	 0.00	 	
HKD	 1908.14	 1950.14	 1904.14	 1955.14	
JPY	 103.76	 106.76	 0.00	 0.00	 	
MOP	 0.00	 0.00	 1814.08	 1926.08	
SGD	 10438.35	 10658.35	 0.00	 0.00	 	
USD	 14920	 15320	 14915	 15325

Date:2022.09.26
Time:	15:12:30

经 济 改 革 中 心
（CORE）研究主任皮特·
阿卜杜拉（Piter	Abdullah）
表示，经常账户储蓄账户
（CASA）是一种第三方
存款者资金（DPK），利
率非常低，接近于零。	

CASA	 越大，银行
的资金成本就越小。因
此，银行可以引导低利
率贷款，但仍然可以获
得相当高的利差或利
润。

如果一家银行想要在
贷款渠道方面具有竞争
力，则该银行必须能够
以较低的资金成本收取

公共资金，或者能够获
得大量的	CASA。

皮特周一（26/9）
说：“鼓励更多廉价资
金进入银行并不容易。
这只能由某些银行来完
成”。

皮特表示，一些可
以收取第三方存款者资
金的银行，其中，中亚
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
向客户提供易于交易的
服务。

印尼庶民银行（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Tbk，股代号BBRI)	 与偏

远村庄有强大的网络。
皮特说：“与此同

时，想要获得廉价资金
的私营银行必须能够开
发一个非常庞大的零售
客户网络”。

众所周知，印尼银行
报告称，截至	 2022	 年
8月，银行业收取的存款
同比增长8.2%，低于7
月分的8.4%	。截至8月
份，银行业收取的存款
总额达7354.7	兆盾。

定期存款在之前同比
下降0.4%后，成功同比
增长0.1%。与此同时，
储蓄增长	 10.6%，低于7
月份的	11.9%。

对此，皮特表示，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放
缓是经济复苏造成的。
人们已恢复了他们的活
动和消费。

因此，无需担心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放
缓，因为这是一个良好
的信号，因为它是由可
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
复苏引发的。

皮特说：“第三方
存款者资金增长放缓
不会给银行，尤其是
大型银行带来流动性
问题。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增长放缓对流动
性有限的小型银行来
说是一个挑战”。

与此同时，中亚银行
秘书处和企业通讯部执
行副总裁Hera	 F.	 Haryn
表示，数字创新和客户
忠诚度是	CASA	增长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	

BCA在各种该银行解
决方案和服务中提供的
创新和合作成功地吸引
客户的兴趣。民众信任
并将资金存入	BCA。

截至2022年6	月，BCA
的	CASA	同比增长17.3%
，达817.8	 兆盾。CASA	
贡献了第三方存款者资金
总额的	81%。	

CASA的成长成为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实现
的主要支撑，首次触及
1000兆盾的里程碑。截
至2022	 年6月，第三方
存款者资金总额同比增
长12.9%	至	1011兆盾，
从而帮助推动	BCA	的总
资产同比增长11.9%	 至	
1264.5	兆盾。

泛印银行（PT	 Bank	
Pan	 Indonesia	 Tbk）
董事总经理Herwiday-
atmo	 表示，该银行
的	 CASA	 增长趋势继
续呈现增长趋势，从
2021	 年底的45.12%	
增长到	2022	年	6	月
末的	46.61%。(asp)

印尼央行高利率时代

银行面对寻找廉价资金的挑战
【Bisnis.com雅加达讯】印度尼西

亚银行（印尼央行/BI）调升基准利

率的趋势是银行业筹集低成本资金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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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76

	 	

AUD	 9871.99	 9974.22

CNY	 2104.94	 2126.40

EUR	 14618.75	 14771.70

GBP	 16725.09	 16894.68

HKD	 1905.83	 1925.01

JPY	 105.11	 106.17

SGD	 10522.49	 10631.98

USD	 14959.83	 15110.17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027.50	 15177.50	

新币	 SGD	 10460.73	 10580.73	

港币	 HKD	 1903.76	 1943.76	

日元	 JPY	 103.18	 106.78	

欧元	 EUR	 14449.96	 14709.96	

澳元	 AUD	 9717.77	 9957.77	

英镑	 GBP	 15849.75	 16049.75	

人民币	 CNY	 2089.38	 2139.38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6.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119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7.1422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综指下落51点至7127.503点

1美元兑15130盾
【本报讯】周一（9月26日）综合股价指

数（综指/IHSG）收盘下落。早盘结束时，
综指下落87.592点或-1.22%至7090.991
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5 1 . 0 8 0点
或-0.71%，报收于7127.503点。LQ-45指
数下落5.44点或-0.53%，报1020.198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日本指数下落722.28
点或-2.66%，报26431.55；香港指数下落
78.13点或-0.44%，报17855.14；上海指
数下落37.14点或-1.20%，报3051.23；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45.13点或-1.40%，报
3181.97。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136万4836次，有230亿8088万零565份
股票易手，总值14兆8274亿6382万9125盾。
涨价的股有140种，落价的股有450份，223份
持平。外资净售1兆3648亿5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G G R M （ 盐 仓 香
烟公司股）涨价 7 5 0 盾，现价 2万 3 0 5 0
盾；MREI（Maskapai再保险公司股）涨价650
盾，现价4550盾；MEGA（美佳银行股）涨
价375盾，现价5750盾；EDGE（Indointernet
股）涨价350盾，现价2万200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ITMG（印多矿业公司
股）落价1950盾，现价4万1300盾；UNTR（
友联拖拉机股）落价700盾，现价3万3300
盾；STTP（Siantar	Top股）落价400盾，现价
7100盾；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落
价375盾，现价6825盾。

盾币贬值92盾
周一，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J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收
市，1美元以15130盾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5038盾，盾币贬值92盾。(asp)

【Bisnis.com雅加达
讯】今年首6个月，存款
担保机构	(LPS)	的庶民
信贷银行（BPR）的担保
参与者数量减少至1618	
家银行。

根据存款担保机构
发布的BPR	 存款分布数
据，2022年上半年，BPR
总数的90%	 是传统银
行，其余10%	是夏利亚
（伊斯兰教法）庶民信
贷银行(BPRS)。	

存款担保机构上周五
（23/9）的报告中解释

道：“在今年首6个月（
或从2022年元月至6月
份）中，参与担保的BPR	
数量呈下降趋势”。

2022年1月份，BPR	
和	 BPRS	 的数量分别为
1467家和164	 家。2022
年6月份，传统	 BPR	 的
数量减少14	 家至1453
家，而夏利亚BPR数量增
加至	165	家。

LPS继续说：“根据
存款担保机构从2022年1
月到6月份收到的银行报
告，有2	个新的	BPR	和

16个合并的	BPR”。
L P S 解释说，截至

2022年6月30日，参与
担保的1618家BPR中，
有1家BPR未报告其存款
头寸，而1家正在运营
合并过程中的BPR已合
并其存款头寸报告。因
此，本报告中提供的存
款数据涵盖了161 6家	
BPR（占	 BPR	 总数的	
99.9%）。	

另一方面，2022	年	6	
月庶民信贷银行的存款
总额同比增长11.1%达

144.8兆盾。同时，BPR	
储蓄账户总数达148 1
万16 2 8个，同比增长	
7.0%。

此外，从存款价值
类型来看，截至202 2	
年6月，BPR	 的最大
总存款是至1亿盾的存
款价值类型达42. 3兆
盾，占BPR存款总额的	
29.2%。	

根 据 存 款 价 值 数
据，2022年6月BPR	 的
账户数量最多的是至
1	亿盾存款价值类型，

为 1 4 5 4 万 9 7 1 9 个账
户，占BPR账户总数的	
98.2%。

LPS表示，BPR有两
种存款种类，即储蓄和
定期存款。就存款种类
而言，定期存款在存款
总额中的比重较大，达
103.6	 兆盾，占BPR	 存
款总额的71. 6%。同
时，从储蓄账户的数量
来看，储蓄账户的账户
数量较多，达140 9万
7976个（占所有账户的
95.2%）。(asp)

存款担保机构表示

今年上半年庶民信贷银行数量有所下降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 与 雅加
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合作，利用 BCA 
现金存取款及现金回收机（CRM）的提款机(ATM) 网络来
满足雅京银行客户的无卡现金提取存款的需求。 通过这
项合作，雅京银行客户无需使用卡即可在 BCA提款机网
络上存取现金。图为周一（26/9）, BCA董事经理 Santoso 
(左)与雅京银行运营与技术董事经理Amirul Wicaksono 在雅加
达签署合作协议书后合照。 （商报/ MaxManuhutu摄）

【 B i s n i s . c o m 雅加
达讯】印尼证券交易所	
(BEI/IDX)	 仍在继续开发
新的专板，以适应进入新
经济领域的公司。

印尼证交所企业评价
董事经理I	Gede	Nyoman	
Yetna	 表示，目前印尼
证交所正处于制定实施
新经济专板的法规和制
度的阶段。

计划根据与金融服务
管理局和其他自律组织
（SRO）的协调结果进行
新专板的实施。

Nyoman	 说：“根据
与	 OJK	 和其他	 SRO	 的
协调结果，该项目计划于	
2022	年下半年完成”。

Nyoman	继续说，这个
新专板中包含的公司名单
仍然不确定。联交所仍将
按照	2022	年	11	月的专
板搬迁时间表对列入此名
单的公司进行评估。

此前，印尼证交所计
划在8月份推出基于新经
济的发行人专板。

印尼证交所上市公司
服务和发展部(L P P )主

管萨普托（Saptono	 Adi	
Junarso）	 表示，今年
下半年将有一个新的专
板。据他说，专板将包
含与新经济相关的业务
领域的发行人。

萨普托说：“8月份将
有一个关于新经济的新
专板。很可能不会有很
多成员”。萨普托补充
说，专板成员必须将技术
作为业务基础并提供广泛
的利益。但是，他无法透
露将成为新专板成员的潜
在发行人。(asp)

雅京银行与BCA签署
无卡ATM网络上使用合作

印尼证交所承诺

新经济发行人专板将于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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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Pinago Utama
公司总经理卡伊鲁尔.穆
卢克（Chairul Muluk）声
称，“我们将关注对产
品运输过程和销售成本
造成影响的种类，但从
该2.3兆盾销售值，我们
获得9%的净利，今年的
利润将比去年更大。”

从生产量和销售量方
面，Pinago Utama公司
定下指标，今年,棕榈原
油（CPO）产量达到10
万吨和SIR粒状橡胶产品
（produk crumb rubber 
SIR）产量为4万6500吨。

须知，上述2种产品已
支配Pinago Utama公司
的总收入，即占44%和
43%。

卡伊鲁尔声称，截至
2022年上半年，Pinago 
Utama公司棕榈原油和棕
榈仁（PK）生产量，各
自为4万4369吨和9097
吨。

与此同时，橡胶园方
面，根据记载，在2022

年首6个月期间，Pinago 
Utama公司已生产872吨
RSS和1万8378吨SIR。

Pinago Utama公司也生
产生物有机肥料（pupuk 
bio organik），2022年
上半年，生产量达到1万
7951吨，Pinago Utama公
司定下指标，实际生产
量将比去年更高，或者
是至今年底，生产量达
到4万8000吨。

卡伊鲁尔声称，面对
市场的化学肥料价格飙
升情况，今年生产的肥
料，大部分将供P i n a g o 
Utama公司内部需求。

他证实，使用自行生
产的肥料，能节省Pinago 
Utama公司的生产费用，
但他还不能致达更详细
的数目。“肥料费用占
养护费用总数的40%至
60%，对几乎占产品1/4
的化学肥料，如今我们
自行生产的原料，是来
自废料生产，因此，当
然更节省。”

虽然至今年底持着良
好业务的看法，卡伊鲁
尔声称，今年，P i n a g o 
Utama公司的业绩仍面对
数项挑战，其中之一是
与橡胶产品出口有关，
因Pinago Utama公司也向
国外市场供应产品。

自几个月前发生的俄
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
争，已妨碍Pinago Utama
公司向东欧区的产品运
输，他声称，许多客户
们采取观望（wait and 
see）的步骤，以致，对
产品运输造成妨碍。“
我们希望，东欧局势能
即刻更有利，以致，我
们生产的橡胶运输能继

续。”
除 了 出 口 市 场 之

外，Pinago Utama公司
也在国内市场感受到挑
战，主要是与民众购买
力下降有关连，因最近
数种必需品价格上涨的
缘故。

事实上，肥料价格剧
升也成为Pinago Utama
公司的挑战，但P i n a g o 
Utama公司已贯彻策略，
以致希望至今年底，仍
能达致预定的指标。

2022年，Pinago Utama公
司准备调拨1420亿盾资本
支出（capex），供作作物
和基础设施预算，该资本
支出已吸收22.1%。（sl）

PNGO公司乐观表示

今年业绩将良好增长

Pinago Utama公司棕榈厂，一位员工正在操作重型器械情景。

【Kontan雅加达讯】棕榈和橡胶园经营

企业，Pinago Utama(PNGO)公司乐观表

示，今年业绩将良好增长，除了销售提高

之外，Pinago Utama公司也预测，能获得

比去年更高的净利。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202 2年1月至6月期
间，海运企业T r a n s c o a l 
Pacific(TCPI)公司成功获
得令人满意的业绩。

Transcoal Pacific公司声
明，该增长是受到煤炭运
输量提高的支持，也对今
年，Transcoal Pacific公司
的轮船利用率（utilisasi）
感到乐观。

日前，Transcoal Pa-Transcoal Pa-
c i f i c公司秘书安顿.拉玛
达（Anton Ramada）对
记者称，“2022年上半年
的公司业绩增长，那是因
2022年第2季的煤炭运输
量提高的缘故，对公司拥
有的轮船利用率也感到乐
观。”

须知，根据Tr a n s c o a l 
Pacific公司记载，2022年
上半年，收入达到8729.3
亿盾，该数目比2021年同
期，仅达到6760.2亿盾提
高29.12%。

去年上半年，Transcoal 
Pacif ic公司收入仍受到海
上运输的收入支配，达到
8682亿盾，接下来，来自
其它的收入，达到47.2亿
盾。

安 顿 也 预 测 ， 货 运
数量提高趋势仍将继续
直 至 今 年 下 半 年 ， 为
此，Transcoal Pacific公司
希望能达到比2021年收入
增长25%的指标。“如此
一来，Transcoal Pacific公
司的盈利也将比2021年提
高15%至25%。”

为 能 达 致 收 入 指

标，Transcoal Pacific公司
已准备在今年实施数项策
略，其中，设法提高服务
品质，以及通过货运多样
化，实现增加客户数量，
以致，Transcoal Pacific公
司不只聚焦于运输煤炭而
已，但也运输其它的散装
货，主要是来自我国东区
的镍砂。

仅 作 信 息 ， 2 0 2 2
年，Transcoal Pacific公司
业绩受到煤、镍矿业，棕
榈原油（CPO），以及生
物柴油（bio solar）等领
域客户的支撑。

截 至 今 年 6 月 ， 能 从
Transcoal Pacific公司在底
线（bottom line）方面，
获得显著增长看出。

根据记载，截至2022年
6月底，Transcoal Pacific公
司获得616.4亿盾的净利，
该数目比2021年至6月的
336.9亿盾有所飙升。

Transcoal Pacific公司计
划，将增建企业本身拥有
的轮船队，俾能积极提高
今年的业绩，依计划，将
增加4艘轮船，细节是两
艘推式拖船（pusher tug）
和两艘推式驳船（pushe r 
barge）。

安 顿 . 拉 玛 达 对 记 者
声称，该步骤是为减少
Transcoal Pacific公司为
客户们提供的运输服务
时 ， 对 轮 船 租 赁 的 依
赖。“Transcoal Pacific公
司计划，2022年将增购4艘
船，其中两艘是推式拖船和
两艘是推式驳船。”（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汽车经销商Industri dan 
Perdagangan Bintraco 
Dha rma(CARS)称，截至
2022年8月汽车销量已达
到11100辆，至今年底总
销量可达 2 0 0 0 0万辆目

标。
Bintraco Dharma公司投

资者关系总监Yose f称，
一切都根据计划进行，因
为平常最多销量被2022年
下半年贡献。“这是否仍
符合预期？其实，若我们

观看20 2 1年，下半年销
售对每年销售贡献60%左
右。”

Bintraco Dharma总经理
Benny Redjo Setyono补充
说，Bintraco Dharma公司
还意识到仍有芯片危机阻
碍汽车的生产。Bin t r a co 
Dharma公司也看到这个芯
片危机产生了影响和不确
定性。

他说，Bintraco Dharma
公司将与客户保持亲密关
系。他认为，由于不确
定性，现在修改这个目标
为时还过早。“我们未
能回到新冠疫情前的销量
28000万辆，所以我们聚
焦于销售和维修。”

截 至 2 0 2 2 年 6

月，Bintraco Dharma公司
已使用20亿盾资本支出为
购买汽车，尤其支持汽车
试驾和推出产品。Bintraco 
Dharma公司定下指标，截
至2022年底可以吸收至少
210亿盾资本支出。

2022年上半年，Bintraco 
Dharma公司收入比2021年
上半年实际收入2.18兆盾
提高22.87%。

收入增长受汽车收入同
比提高30.07%，从2021年
上半年2.02兆盾，在2022
年6月底成为2.64兆盾。

2022年上半年，Bintraco 
Dharma公司成功记载净利
524.6亿盾，2021年上半
年，Bintraco Dharma公司记
载净亏损1053亿盾。(lcm)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Indonesia Kendaraan 
Termina l（IPCC）公司已
计划，2023年将调拨300
亿盾至400亿盾的资本支
出（capex）。

日前，I P C C公司人力
资源和财政净利苏玛尔诺
（Sumarno）解释说，明年
调拨的预算，将聚焦于提
高IPCC公司的码头服务、
改善广场，以及改善系
统。“我们也将投资，支
持直接向IPCC公司的单一
计费（single billing）系
统。”

与此同时，2022年上半
年，IPCC公司已吸收2430
亿盾的资本支出预算，
该数目几乎把2 0 2 2年的
246.5亿盾的总预算吸收
完。

细节是，94.4亿盾供大
约2公顷（ha）的Ex-PP区
改善和压实土地用途，接
下来，53.9亿盾供E & A
场地扩展用途，3. 4 2 0 6
亿盾供操作仪表系统实施
和发展用途，2273万盾供
作国内等候站大门修复工
作，29.3亿盾供占地面积
大约3公顷的Eks DKP区属
各区域的建设。

接下来，1.2 5 8 2亿盾
供作G2和G3场地扩展用
途，6.8203亿盾供国内等
候站的计费机和SIMOP应
用程式发展和6.8034亿盾
供作占地面积大约为3公顷
的泊车大厦建造。

与 该 资 金 使 用 并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消费品制造企业Mandom 
I n don e s i a (TC ID)公司有
野心今年获得利润，连续
两年受损失后, Mandom 
Indonesia公司准备一些商
业战略，俾使今年业绩能
比去年更好。

Mandom Indonesia公
司总监Hideki Nakamura
称，Mandom Indonesia公
司2 0 2 2年业绩已明显改
善，随着全球和我国社会
经济活动恢复积极。

虽 然 未 能 记 录 利
润 ， 2 0 2 2 年 上 半 年
Mandom Indonesia公司顶
线或底线业绩已积极地增
长，Mandom Indonesia公
司亏损比去年同期也明显
下降。“国内和出口销售
积极增长，并护发品、皮
肤护理品和化妆品的销售
增长两位数。”

虽 然 成 功 积 极 增
长 ， 2 0 2 2 年 M a n d o m 
Indonesia公司仍面临各挑
战，从购物模式和消费者
生活方式改变，在供应链
的问题，生产和营业成本
提高。

因 此 ， M a n d o m 
Indonesia公司必须努力进
行实验并适应当前情况，
使MandomIndonesia公司的
产品仍能被市场吸收。

Mandom Indonesia公

司进行的一个战略之一
是优化现有销售渠道的业
绩，为消费者可以更容易
找到产品。“在传统市场
或现代市场上，储存已开
始恢复。我们需要确保我
们的产品遍布所有零售网
络适合各产品的消费者目
标。”

他续说，进行某些策
略为Mandom Indonesia公
司各产品可以正中目标，
为此，拨出成本可以更有
效。

这有效的成本拨出被认
为非常重要，因为Mandom 
Indonesia公司设法今年恢
复财务业绩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能够记载积极的
销售增长和恢复公司的盈
利能力。”

这项战略证明成功改
善Mandom Indonesia公司
的财务业绩。亏损明显下
降，从亏损或净亏损方
面。

2 0 2 2 年 6月 M a n d o m 
Indonesia公司净亏损下降
84.1%成为64.1亿盾。

此外，2022年Mandom 
Indonesia公司也提高Alliance 
Cosmetics公司的持股通过
购买1650万张股票，以致持
股为99.996%。“该情况使
我们优化Alliance Cosmetics
公司的潜力在提供合并贡
献。” (lcm)

货运需求提高

TCPI定下收入提高25%

Transcoal Pacific公司的一艘拖船。

芯片危机影响

CARS公司定下今年汽车销量2万辆

Bintraco Dharma公司定下指标，今年汽车销量2万辆。已准备商业战略

Mandom乐观今年获利

Mandom Indonesia公司各种产品。

IPCC计划明年调拨300亿盾资本支出
行，IPCC公司也准备数项
策略，俾能达致今年的业
绩指标空气中是与机动车
厂合作，经营管理汽车货
运事宜，不论是整辆汽车
（CBU），重型器械或者
是普通货物运输。

举例丰田（To y o t a）
，三菱（M i t s u b i s h i ）
，铃木（S u z u k i ）直至
现代（H y u n d a i ） I P C C

等候站已能为其提供服
务，重型器械或者是卡
车，如日野（H i n o），
小松（K o m a t s u ），神
钢（ K o b e l c o ），沃尔
沃（ V o l v o ），五十铃
（Isuzu）等。

与此同时，如果观看
IPCC等候站领域，则整辆
汽车领域仍对IPCC公司财
政业绩提供更大的贡献。

他预测，整辆汽车领
域所占比例大约为60%至
70%，余下20%至25%收
入来自重型器械（包括卡
车/巴士）和余下是重型
器械零部件或者是普通货
物运输。

如此一来，IPCC公司预
测，今年的收入能到达到
6000亿盾和净利达到900
亿盾。（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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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美联储宣布
再次加息75个基点。这是
美联储今年以来的第五次
加息，迄今已累计加息300
个基点。其加息密度之大
创下1981年以来之最。而
与之相伴的是，美元指数
持续走强和其他国家货币
大幅贬值。美元指数从今
年初的95几乎直线拉升至
110，升值约15%，创出
近20年新高。而欧元、英
镑、日元等非美货币却大
幅跳水，引发市场对于世
界经济衰退的担忧。

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
币”，充当着衡量各国货币
价值标准的角色，其一举一
动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乃
至全球金融安全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正如列宁所
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
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
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
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
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
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
的国家。”从1982年的拉美
主权债务危机到1994年的墨
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

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近40年
来，几乎每一次地区性金
融危机的爆发，背后都有
美元的身影，且都正值美
元的上升周期。而这并不
是偶然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里茨曾精辟地总结
道，美国利用金融手段搞
垮和控制一个国家通常采
取如下步骤：美元贬值-资
本外流-推高他国股市、房
价-美元升值-资本回流-
他国核心资产暴跌-国际资
本返回抄底。纵观历次金
融危机，美国的这一套“
金融组合拳”屡试不爽。

20世纪70年代，由于
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美
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元指
数持续低迷。于是，大量
资本涌入巴西、阿根廷等
拉美新兴经济体，推动了
拉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
可是自1982年起，美国经
济的复苏刺激美元逐渐走
强，同时也导致外资纷纷
撤出拉美市场。墨西哥、
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因为
没有新资金的流入而无力

偿还债务，于是先后爆发
了主权债务危机，自此进
入了“失去的十年”。

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80
年代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
制度。随着美元在80年代
末和90年代初的走弱，东
南亚国家因本国货币持续
贬值而获得了出口优势，
并依靠出口加工产业实现
了经济腾飞。但是美元自
1995年后开始进入升值周
期，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也
被迫升值。这一方面导致
其出口能力下降，贸易赤
字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
吸引大量国际热钱涌入，
迅速推高股市和楼市的泡
沫。最终在索罗斯等国际
游资的做空狙击之下，
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一溃千
里，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
一朝化为乌有。

显然，今年以来美联储
的连续加息又开启了新一
轮的美元升值周期。种种
迹象显示，相似的历史又
将重新上演。为了应对次
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对
美国经济的冲击，美联储

多年来不断加码量化宽松
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规模
也从2007年底的8938亿美
元迅速攀升至今年6月份的
8.5万亿美元，增长近10
倍。天量的新增资本流入
经济增长更快、利率更高
的新兴市场国家，以获取
更高投资收益。然而美元
的持续走强，必然导致新
兴市场的资本大量回流美
国，甚至引发某些国家陷
入主权债务危机。

今年4月，黎巴嫩宣布
其央行和中央政府破产；5
月27日，非洲国家马拉维
将其货币贬值25%；7月，
斯里兰卡宣告“国家已经
破产”，总统、总理接
连辞职，国家进入紧急状
态。此外，委内瑞拉、加
纳、阿根廷、土耳其等多
个国家的本币兑美元汇率
年内跌幅超20%，也面临
债务违约风险。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
联储加息步伐的逐步加快，
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数量
将会继续增多，同时也会有
越来越多的全球财富被美国 
“收割”。美元作为“国际
本位货币”得以在全世界流
通，但是美国并没有为稳定
世界金融秩序承担起相应的
义务，反而利用美元霸权一

次次让其他国家为其埋单，
甚至兵不血刃地掠夺他国财
富。但与此同时，美国滥发
纸币的行为也透支了美元的
国际信用，动摇了美元霸权
的基础，让美元陷入了所谓
的“特里芬困境”。

二战后，美国为了建
立美元霸权曾信心满满地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将
美元的价值与黄金储备直
接挂钩。但是经济学家罗
伯特·特里芬在20世纪50
年代就敏锐地发现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
即在维持美元信心和提供
国际清偿能力之间具有不
可调和的矛盾。简言之，
美国为了让美元在全世界
流通，必须不停增加美元
的供给量并常年保持贸易
逆差，而且同时还要保证
黄金储备的同步增长。一
旦黄金储备无法跟上美元
的供给速度，布雷顿森林
体系就会土崩瓦解。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
体证实了特里芬的预言。

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解体之后，美国实行了浮
动汇率制，但是“特里芬
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从长期来看，美元的
流动性泛滥必然对美元构
成贬值压力，而这又必然

会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元的
信心。于是我们就能更透
彻地理解康纳利所说“美
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
你们的难题”的含义了。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早已清醒地认识
到这一点。

国际货币体系的“去美
元化”势在必行。今年3月
份，俄罗斯宣布，在向美
国和欧盟国家供应天然气时
改用卢布结算，以对抗美元
霸权；7月份，印度央行宣
布推出国际贸易卢比结算机
制；近期，中国与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陆续
签约，明确开始以人民币和
本国货币为主进行跨境结
算；最近连澳大利亚也宣
布，将采用人民币结算中澳
之间的铁矿石贸易。

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远
未结束，我们无法预知谁
将是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
牌。但美元每透支其国际信
用一次，美元霸权就离终结
又近了一步。正如米歇尔·
渥克在《灰犀牛》一书中所
描述的，犀牛在遥远的地平
线上对着我们虎视眈眈，虽
然它看起来很遥远，但是它
迟早会到来。

（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
来源：中国网）

美国加息全球埋单，美元霸权何时走向终结？ 文/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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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应不应
该降低英语教学比重”“英
语科目分值要不要降低”的
讨论，一直是舆论场中的热
点话题。为此，教育部网站
于近日发布消息予以回应，
并明确表示，外语是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助于培养和发
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
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
等核心素养，培养学生中
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
化沟通能力。

教 育 部 的 回 应 中 ， 还
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进行对
比：《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规定，各
科目课时比例为语文20%-

22%、数学13%-15%、体
育与健康10%-11%、外语
6%-8%。可见，在日常教
学中，外语课时本就明显
低于语文、数学、体育等学
科，“外语占用时间太长”
的说法显然与现实不符。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
下，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交
流与交往越来越常态化，尤
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民间交
往和经济、文化层面的互动
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基
础教育阶段的外语课时及考
试分值维持既定标准，从而
帮助更多学生提升外语基本
素养，的确有着很强的现实
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
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
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
因此，维持外语课时的既定
标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中国未来的年轻学子以
更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
态走向世界舞台。

也正如教育部在此次回
应中所指出的，无论世界
如何发展，国际民间交流
和跨文化沟通，都是现代
社会的常态，我们要不断
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就必然
需要更多具有外语能力的
人才。因此，作为一种交
流、沟通工具，让外语在各
级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占据
一定的比重，也是未来进

一步加强我国社会对外开
放、促进各国人民互相交
流的一种表现。

而且，即便是从教育公
平角度，我们也需要保障必
要的外语教学时长。毕竟，
哪怕纯粹对学生个人来讲，
多掌握一门外语，也是有利
于自身成长和未来职业发展
的。这也是如今越来越多的
家庭都重视孩子外语学习的
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
果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减少外
语的普遍性教学，意味着将
对社会不同群体带来相应的
不公平。因为，高收入家庭
为了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
就能够在外语学习上加大投

入；但对低收入家庭而言，
要让孩子获得同样的能力，
则很可能意味着经济负担
的增加。这也是在讨论此
类话题的过程中不可回避
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声音
认为，关于外语教学时长的
问题，应该转化为如何提升
我国外语教学的效率和效能
更好一点。这其实是公允之
论。也就是说，在既定的
教学时长内，让学生的外语
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不
是完全沦为“应试化”，变
成“哑巴外语”，的确是个
值得重视的问题。

教育部前不久曾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开放合
作成为推动新时代教育变
革创新的关键要素，蕴含
着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深刻
认识到，开放合作是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
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应有
之义。

而包括 教 育 在 内 的 各
领 域 “ 开 放 合 作 ” ， 正
是以跨文化交流、沟通为
基础。就此而言，保持必
要的、既有的外语教学时
长，继续提升我们的跨文
化交流、沟通能力，是发
展高质量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环，也是我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

（来源：新京报）

维持既定外语课时标准 是现实国情所需

1971年，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首次

十国集团会议上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

这句傲慢的名言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元霸权的最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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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议会选举投票
于当地时间2 5日 7时开
始，同日23时结束。意

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26日公布的投票结果显
示，由意大利兄弟党、

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
成的中右翼联盟获得了约
44%的选票，领先其他
竞争对手，由民主党领导
的中左翼联盟获得了约
26%的选票。

据法新社报道，梅洛
尼26日称，选民们已经
发出了“明确信息”，支
持她所在党派领导中右翼
联盟执政。另据路透社报
道，中左翼联盟当天承认
失败。

此后，意大利总统马
塔雷拉预计将授权梅洛尼
组建新一届政府。如果一
切顺利，新政府将在今年
10月底成立。有媒体指

出，新政府将在经济复
苏、非法移民、与欧盟关
系等问题上面临挑战。

梅 洛 尼 现 年 4 5 岁 ， 
2006年成为意大利众议院
议员，自2014年起出任意
大利兄弟党党首，自2020
年起出任欧洲议会中右翼
党团“欧洲保守主义者和
改革主义者组织”党首。

今年7月，由于意大利
联合政府内部多个党派缺
席政府信任投票，意大利
总理德拉吉宣布辞职。马
塔雷拉此后宣布解散议
会，将原定于2023年举
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德拉
吉担任看守政府总理。

意大利兄弟党党首梅洛尼。

意大利或迎首位女总理
【中新社】罗马消息：据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6日报道，由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中右

翼联盟在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获胜，意大利兄弟党党首梅洛尼很可能将成为该国首位女总理。

【中新社】据菲律宾国
家气象局（PAGASA）消
息，9月25日17时30分左
右，今年第16号台风“奥
鹿”在菲律宾奎松省布尔
德奥斯市（Bu r d e o s）登
陆，登陆强度为超强台风
级别。

PA G A S A公告显示， 
“ 奥鹿”当天下午接近
波利洛群岛时，中心附近
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
195公里，阵风最高达每
小时240公里。

2 5日，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批准了菲国家减灾委
（NDRRMC）的建议，宣
布因“奥鹿”将带来强

风暴雨，首都大马尼拉
地区、伊洛科斯地区、卡
加延谷地、科迪勒拉行政
区、中吕宋、卡拉巴松、
米马罗帕和比科尔地区等
多地停工停课。

当天，菲律宾武装部
队（AFP）表示，在预计
受“奥鹿”影响的地区，
已部署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并开始对危险地区居
民强制疏散。

预计“奥鹿”25日夜间
穿过吕宋岛，强度有所减
弱，26日将进入南海，逐渐
向越南东部沿海靠近，强度
还将有所加强，28日或将在
越南东部沿海登陆。

超强台风“奥鹿”登陆菲律宾 

多地停工停课

今年第16号台风“奥鹿”在菲律宾奎松省布尔德奥斯市
（Burdeos）登陆。

【海外网】据美国合众
国际社9月24日报道，一
项最新调查显示，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美国急诊室
频发暴力事件，三分之二
的急诊医生报告说，他们
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过患者
的攻击，其中超过三分之
一的医生说，他们曾不止
一次受到攻击。

美国急诊医师学会会长
克里斯说：“急诊部门的
暴力行为正在持续威胁和
伤害急诊医生。在过去五
年中，急诊医生经历了袭
击事件的逐步增加，疫情
使袭击事件变得更糟。这

份调查表明，针对美国急
诊医生、护理团队和工作

人员的攻击非常猖獗，必
须予以解决。”克里斯表

示，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患者和护理团队之间发生
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增加。

约三分之二的急诊科
医生表示，他们认为疫
情导致急诊科暴力事件增
加。约69%的人表示，疫
情降低了患者和急诊科工
作人员之间的信任水平。
由于等待时间增加，患者
经常在没有看医生的情况
下离开急诊室。约8 7%
的急诊医生表示，暴力行
为导致他们的工作效率降
低，8 5%的急诊医生表
示，他们的情绪受到了创
伤，焦虑加剧。

美调查：疫情期间 美国2/3急诊医生曾遭患者攻击

三分之二的急诊医生报告说，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过患
者的攻击。

【智通财经】据知情人
士透露，英特尔(Intel)已初
步确定在意大利威尼托地区
东北部的Vigasio建造芯片工
厂，预计在2025年至2027年
之间投产。英特尔表示，该
工厂的初始投资额约为45
亿欧元，将聘用1500人，
同时为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创造3500个工作岗位。

英特尔去年3月曾宣布，
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资多达

800亿欧元用于在欧洲建设
产能。据悉，各方已在9月
初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但
在周日大选结果出炉之前不
会公布相关消息。

此前有媒体报道，意大
利准备为英特尔在该国的总
投资提供高达40%的资金。
为了促进本国芯片制造产业
的发展，意大利还在与意法
半导体、台积电以及Tower
半导体进行合作谈判。

【智通财经】麦当劳日
本控股公司周一表示，受
投入成本上升和汇率波动
影响，日本麦当劳快餐店
将提高约60%的产品的价

格，这是该公司今年第二
次上调菜单价格。

麦当劳日本控股公司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从周五
起，招牌巨无霸汉堡的价

格将从390日元上涨至410
日元（约合2. 8 5美元）
，多款商品的价格将提价
10-30日元。相比之下，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
全球价格指数，一个巨
无霸汉堡在美国的售价为
5.15美元。

曾在今年3月，麦当劳以
牛肉和小麦价格上涨等因素
为由，上调了日本约20%的
菜单价格，不过这并没有影
响到巨无霸汉堡等产品。

虽然与全球其他发达
经济体相比，日本这个
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通胀
率仍然相对较低，但由于
俄乌冲突导致能源成本飙
升，以及供应链混乱，该
国8月份通胀率仍达到了

2.8%的31年高点。
另外，在美元升值和日

本央行极端鸽派立场的背
景下，日元迅速贬值也对
日本企业造成了冲击，尤
其是像麦当劳这样依赖进
口的企业。

据Tokyo Shoko Research
本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
日元跌至2 4年来的最低
点，日本主要餐厅的价格
上涨了60%。

另外，日本最大的咖
啡甜点连锁品牌M i s t e r 
Donut母公司日本乐清公司
（DUSKIN）近日也表示，
日本的Mister Donut门店将
从11月25日起将大部分商
品的价格提高7.4%左右。

因通胀上升和日元贬值 日本麦当劳年内第二次涨价

麦当劳日本控股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周五起，招牌
巨无霸汉堡的价格将从390日元上涨至410日元。

【 新 浪 财 经 】 韩 国 央
行 周 一 表 示 ， 韩 元 兑 美
元汇率持续贬值可能会加
剧韩国的通胀压力，并承
诺在 必 要 时 采 取 行 动 促
进稳定。

上周，在美联储再次大
幅加息后，韩元兑美元汇
率突破了1400的关键心理
水平。韩国央行一年多以
来一直在收紧政策，试图
控制通胀，而货币贬值加
剧了该央行的担忧。

“高汇率的持续可能会

对通胀构成额外的上行压
力，”韩国央行在一份报
告中表示，“如果羊群效
应导致市场不稳定加剧，
韩 国 央 行 将 加 强 市 场 监
测，并计划在适当时机采
取市场稳定措施。”

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
上周曾表示，美联储的
举措改变了韩国央行对
未来行动的看法。这让越
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
韩国央行将在10月1 2日
的政策会议上加息5 0个

基点。据悉，7月份，韩
国央行首次加息5 0个基
点，虽然李昌镛在做出
这一决定后明确表示，
他倾向于渐进地收紧政
策，但他也保留了再次
大幅加息的可能性。

另外，韩国央行强调，
韩国经济基本保持健康，
韩元贬值主要是由外部因
素所致。该央行将韩元贬
值归咎于美联储的紧缩政
策、俄乌冲突以及日本等
货币走弱。该央行还指出

了韩国企业和国家养老基
金的海外投资不断增加等
原因，并称今年1月至7月
的海外投资总额超过810亿
美元。

然 而 ， 韩元贬值的同
时，由于油价持续走高，加
上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
剧，韩国贸易逆差不断扩
大。作为全球国际市场需
求晴雨表的韩国出口几乎
没有增长，而作为该国最
大收入来源的存储芯片在
全球的销售也在放缓。

韩国央行：韩元贬值或加剧通胀 必要时将采取行动

【盖世汽车网】由于俄
乌局势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使恢复生产变得越来越困
难，马自达汽车正在考虑
停止在俄罗斯生产汽车。

马自达汽车正在讨论停
止在俄罗斯东部符拉迪沃
斯托克（Vladivostok）的
一家合资工厂生产汽车。
据悉，该工厂由马自达与
俄罗斯汽车制造商Sollers
合作运营。

今年3月，马自达汽车
表示，当库存耗尽时，该
公司将停止向该工厂出口
零部件，并停止生产。据
悉，马自达去年在俄罗斯
销售了3万辆汽车。

自俄乌局势升级以来，
由于制裁和西方制造商大批
撤离，高科技设备短缺，许
多俄罗斯工厂已经停产，工
人也被迫休假。丰田汽车也

在9月23日表示，由于关键
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断，该
公司已决定停止在俄罗斯生
产汽车。

尽管丰田退出俄罗斯
市场会产生一次性成本支
出，但对其盈利的影响可
忽略不计。丰田在俄罗斯

的新车销量仅占其总销量
的1%。

与此同时，丰田的退出
将对零部件供应商产生连锁
反应。与丰田汽车一起进入
俄罗斯市场的座椅供应商
Toyota Boshoku将被迫退出
俄罗斯市场。该公司尚未

宣布其计划，但有传言称正
准备撤出俄罗斯市场。丰田
表示，“我们将分别与每家
零部件公司进行谈判，并考
虑支持其退出。”

此外，日本汽车制造商
退出俄罗斯市场以及向电
动汽车转型的决定可能会
导致欧洲汽车零部件生产
的重组。

据悉，丰田俄罗斯工厂
的零部件也从欧洲采购。 
“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
们的生产体系，”一家丰田
供应商的高管表示。“这可
能会导致丰田重组在欧洲的
生产安排。”

向电动汽车转型已促
使日产、本田和其他汽车
制造商削减了在欧洲的生
产。俄乌局势可能会成为
日本汽车制造商重新调整
欧洲生产网络的催化剂。

继丰田退出后 马自达考虑停止在俄罗斯生产汽车

马自达汽车正在讨论停止在俄罗斯东部符拉迪沃斯托克
的一家合资工厂生产汽车。

英特尔将在意大利建芯片厂 

预计2025-2027年之间投产

英特尔已初步确定在意大利威尼托地区东北部的Vigasio建
造芯片工厂。



【本报周孙毅报道】
9 月 2 4 至 2 5 日 ， 印 尼
佛教协会（ P e r s a t u a n 
Umat Buddha Indone-
s i a简称：Pe rm a  b u d h i )
假座印尼佛教慈济基金
会礼堂召开第二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我国佐
科威总统通过视频方式
发来贺词，并主持开幕
仪式。 

我国人类发展与文化
统筹部长Muhadjir Ef-
fendy，宗教部佛教教育
司司长Supriyadi, 印尼
佛教协会总主席黄立群
（Prof.Phil ip Kuncoro 
Wijaya），监察长Sud-
hamek AWS，军警代
表，诸位高僧大德，各
宗教界代表，以及来自
全国33个省份，逾百人
出席大会。

筹委会主席Bamb a n g 
P a t i j a y a作筹备工作报
告称，本次大会以“与
Pe rma b u d h i一起，促使
印尼恢复得更快，更强

大”为主题，旨在选举
新一届（2022-2026年
度）总主席，并讨论和
决定有关组织章程和章
程细则，同时制定未来4
年即将开展的一系列工
作纲领。

黄立群致辞称，Pe r-
m a b u d h i是一个团结印
尼佛教徒的组织。该组
织由印尼弥勒大道总会
(Ma je l i s  Pand i t a Bud-
dha Ma i t r eya I ndone-
s i a ）、印尼佛乘总会

（Maje l i s  Buddhayana 
I n d o n e s i a）、印尼佛教
慈济基金会、印尼小乘
佛教总会（Maje l i s Ag-
ama Buddha Theravada 
I n d o n e s i a )、印尼日莲
正宗佛教总会（Maje l i s 
Nich i ren Shoshu Bud-
dha Dharma Indone-
s i a )、印尼大乘佛教总
会（Maje l i s Mahayana 
Indones ia）、Par i sadha 
Buddha Dharma Nic i ren 
Syosyu I ndone s i a、印

尼三教总会、印尼青年
佛教总会共同发起，并
得 到 印 尼 佛 乘 僧 伽 会
（Sangha Agung I n-
d o n e s i a )、印尼大乘僧
伽会(Sangha Mahay-
ana I ndone s i a）、印
尼小乘僧伽会（Sang h a 
The r avada I ndone s i a)
的支持。

黄立群表示，Perma-
budh i的成立基于几个目
标，即在宗教、社会、教
育和人文领域。

佐 科 威 总 统 表 示 ，
印 尼 需 要 诚 信 的 优 质
人力资源，以应对当今
全球市场的挑战。总统
说：“我国需要的人才
不仅要掌握科学、技术
和技能，还要有诚信，
努力工作，齐心协力，
立足 P a n c a s i l a 建國五
项原國。”此外，政府
将继续寻求要求我国教
育机构成为精神革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鼓
励我国孩子从小就练习

互相关心，共同互助合
作的精神。

Muhadjir Effendy部
长致辞表示，印尼民族
是伟大的民族，拥有多
元族群、多元宗教和多
元文化，因此广大民众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社会
上，必须保持相互尊重
的态度。团结与和谐是
印尼民族最大的财富，
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和睦
相处，团结互助，共同
建设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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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黄立群众望所归荣任新一届总主席

佐科威总统致贺词。 Muhadjir Effendy部长致辞。 黄立群致辞。 Sudhamek AWS致辞。
筹委会主席Bambang Patijaya
作工作报告。

Muhadjir Effendy部长在诸位理事和高僧大德的陪同下为PERMABUDHI开会主持鸣锣仪式。 黄立群赠送纪念品给Muhadjir Effendy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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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新社26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散布者，却不

断给别国扣帽子、泼脏水。

中方：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制裁超级大国
就多国日前在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

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是名
副其实的制裁超级大国，制裁已成为美
对外政策的首选武器。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近日，伊朗总统莱希、津巴
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玻利维亚总统
阿尔塞、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等多国
领导人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实施单边制裁的霸
权行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
回应说，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制裁超级
大国。据统计，美对外制裁从2000年到
2021年间增加了933％。截至目前，美
国已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
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造
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上届政府
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
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美国
媒体指出，制裁已成为美对外政策的
首选武器。（中新社）

“中国薯都”乌兰察布马铃薯品牌
价值破100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农牧局26
日对外消息指，“中国薯都”乌兰察
布市的马铃薯品牌价值已突破100亿元
（人民币），位居中国五大马铃薯产
地之首，马铃薯成了货真价实的“金
蛋蛋”。乌兰察布市农牧局副局长郭
有贵介绍，乌兰察布市地处内蒙古自
治区中部，气候冷凉，日照充足，雨
热同期，土壤洁净，自然气候特点非
常适宜马铃薯生长，是马铃薯产业黄
金带，也是国家重要的马铃薯种薯、
商品薯和加工专用薯生产基地。官方
消息显示，近年来，乌兰察布市马铃
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0万亩左右，产量
300万吨，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内
蒙古的近1/2，占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
和产量的近5%。（中新社）

四川集中开工10条高速公路 
总投资超2198亿元

26日讯，四川省2022年第三季度
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26日在成都举
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当日四川共推
进重大项目219个，计划总投资5956.3
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集中开
工10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2198.7
亿元。当日四川推进的219个重大项目
包含196个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项
目、15个电源电网项目、10个高速公
路项目（含2个基金项目）。记者从四
川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次集中开
工高速公路项目数量、投资额度创四
川交通历次开工之最。其中，西昌至
香格里拉、会理至禄劝、镇广高速川
陕界至王坪、京昆高速汉中至广元扩
容、资中至铜梁5个项目（500公里、
总投资1269亿元）是出川大通道，将
进一步提升四川省北向、东向、南向
出川通行能力。（中新社）

湖北将拓展
多条陆海空国际物流新通道

记者26日从此间举行的湖北口岸物
流开放发展峰会暨国际物流通道推介活
动中获悉，该省将拓展武汉—宁波铁海
联运、武汉—钦州南向陆海新通道、武
汉—东盟散杂货直航、武汉—老挝等东
南亚国家的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等多个国
际物流新通道。在中西部内陆省份中，
湖北口岸数量居第二位。作为长江经济
带中游重要省份，湖北在区域经济发展
和长江物流大通道中扮演重要角色。近
年来，湖北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国际铁
路、国际机场等基础设施，构建起以近
洋直航、江海联运、铁路直达、铁海联
运、国际航空为支撑的国际物流体系，
形成了联通欧美、辐射中亚、衔接日
韩、链接东盟的中部陆海空通道。近
洋直航方面，开通武汉至日本、韩
国等直达航线；江海联运方面，湖北
外贸货物从武汉、黄石等港口出发，
到欧美远洋外贸箱通过上海洋山港中
转海运出口；到日韩、东南亚航线外
贸箱经上海外高桥港中转海运出口，
开通“武汉—洋山”江海直达天天
班、“黄石新港—上海洋山港”江海直
达航线等。（中新社）

今年8月份
香港进出口货值同比下降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6日公布对
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2年8
月份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均录得
同比下降。数据显示，8月份香港商
品整体出口货值为3719亿元（港币，
下同），同比下降14.3%。同时，8
月份香港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3851亿
元，同比下降16.3%。今年8月份录
得有形贸易逆差133亿元，相等于商
品进口货值的3.4%。（中新社）

有 记 者 提 问 ， 近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网
络观察室发布报告，披
露美国利用社交媒体针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
国家和地区散播虚假信
息，影响国际舆论，操
纵认知叙事，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报告披
露，多年来美国在社交
媒体上搭建了针对中
国、俄罗斯、伊朗等国
的巨大宣传网，通过设

立虚假账户、传播相似
内容、制造话题热度等
手段发动政治宣传和造
谣行动。近期有多家美
国媒体披露，这些虚假
账号被怀疑是由美国军
方管理运营的，目的是
用来实施秘密信息战。

汪文斌指出，从冷
战时期发起“知更鸟计
划”收买媒体操纵舆
论，到新世纪借“洗衣
粉”“白头盔”对伊拉
克、叙利亚发动战争，

再到近年来污蔑中国新
疆存在“种族灭绝”“强
迫劳动”，美国通过不断
编织散布虚假信息，把
侵略干涉美化成推进民
主，把巧取豪夺粉饰成
维护正义，把生灵涂炭
描绘成保护人权。

“尤其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美国是最大的
虚假信息散布者，却不
断给别国扣帽子、泼脏
水。”汪文斌指出，明
明是美设立大量虚假账

中方：美国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散布者

却不断给别国扣帽子、泼脏水

号，却推动社交媒体封
禁中国网民的个人社交
账号。明明是美操纵舆
论，却给中国媒体贴上

官方标签。明明是美
借“灰黑滤镜”制造反
华叙事，却攻击中国“
鼓动反美情绪”。

【中新社2 6日讯】
中国央行2 6日发布消
息称，为稳定外汇市场
预期，加强宏观审慎管
理，其决定自2022年9
月28日起，将远期售汇
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从0上调至20%。

近期，人民币汇率出
现了一轮贬值，在跌破
整数点位7之后继续下
行，截至26日14时，在
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即期汇率分别报7.1650
和7.1642，而美元指数
则保持上行，在26日当
天突破了114的高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表示，今年
以来，受美联储持续加
息影响，美元指数不断
走强，包括人民币在内
的非美元货币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贬值。为了稳
定人民币预期，自2022
年9月15日起，央行下
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
备金率，并决定自9月

2 8日起，将远期售汇
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从0上调至20%，这
将提高银行远期售汇成
本，降低企业远期购汇
需求，进而减少即期市
场购汇需求，有助于外
汇市场供需平衡。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
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
主管庞溟认为，短期来
看，有关部门明确释放
出稳定外汇市场预期、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的政策信号，表明维持
汇率稳定政策目标的决
心，给人民币单边贬值
预期“降温”，有望减
缓人民币过快贬值的压
力，促进境内外汇市场
供求平衡，使人民币汇
率走势重新回归合理均
衡水平，可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人民币汇率单边
贬值预期、非理性超调
以及可能出现的“羊群
效应”。

中国央行上调远期售汇

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20%

中国央行。
【中新社24日讯】

记者2 4日从上海市商
务委获悉，今年8月，
上海市外贸进出口规模
达4149. 7亿元（人民
币，下同），较去年同
期增长15.8%，其中出
口1742. 7亿元，增长
26.2%；进口2407亿
元，增长9.2%。这是
继7月份之后，上海进
出口额再度创下新高。

上海海关的数据显
示，今年7月份，上海
市进出口值4042. 2亿
元，为历史上首次突破
400 0亿元，出口、进
口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2.9%、16.4%，均高
于全国水平。7、8月份
连续的强劲增长让今年
下半年以来上海外贸进
出口的V字反弹态势更
为明确，进出口额已由
上半年同比微降转为前
8个月同比增长4.8%。

4月份由于受到疫情
冲击，上海进出口额陡
然深度下探，但随着6
月全市复工复产加速推

进、产业链供应链趋于
修复，进出口持续企稳
回升，当月上海市和上
海口岸进出口双双由负
转正，同比增速分别达
到9.6%、2.8%，较4
月谷底分别回升了46.2
个和4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上海市
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
电池等产品出口成倍增
长，成为拉动上海上半
年工业出口由负转正的
重要力量，尤其是电动
汽车、船舶等产品的出
口形势尤为喜人。上半
年，上海口岸累计出口
汽车55. 6万辆，货值
667.3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6.7%、56.2%
；今年1至8月，上海累
计出口各类船舶共407
艘，同比增长40%。

业内人士分析称，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总
体稳中向好，在各项促
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的
有力推动下，预计上海
市外贸进出口将进一步
稳中提速、稳中提质。

上海进出口贸易额

连续两个月创新高

这是继7月份之后，上海进出口额再度创下新高。

【海外网2 6日讯】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
报道，截至9月，民进
党当局购买的新冠疫苗
中已有350万剂过期报
废，浪费约1 2亿（新
台币，下同），其中，
台自产“高端疫苗”浪
费逾5亿。岛内舆论批
评，民进党当局的错误
采购政策造成纳税人血
汗钱的巨额浪费。

未用疫苗有效期届
满就须销毁，据台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统计，至
9月15日，民进党当局
自购的5 3 5 1万剂各品
牌疫苗中，已有350万
剂过期报废。其中，尚
未出库的有效期届满疫
苗有AZ（阿斯利康疫

苗）约229万剂、“高
端”约58.7万剂；而各
县市汇报的有效期届满
疫苗中，有AZ约5.9万
剂、莫德纳约4 7 . 5万
剂、BNT约6.8万剂、“
高端”约1.4万剂。两
者相加，AZ疫苗共销
毁约235万剂为最多，
其次是台自产“高端疫
苗”。

“高端疫苗”因人气
不佳，总共有60.1万剂
面临过期报废，以平均
每剂845元计算，共浪
费纳税钱5亿元，在各
品牌疫苗中最“烧钱”
。此外，销毁的费用由
各县市经费支出，换言
之，浪费的钱还要远远
超过这个数字。

台卫福部门前官员
邱淑媞质疑，2 0 2 1年
民进党当局为了制造“
让高端通过紧急使用
授权（EUA）”的有利
条件，让其它疫苗来不
了。而现在各品牌疫苗
都有剩余，理应可送给
其它需要疫苗的地方，
可昂贵的“高端疫苗”
却不被世界承认，想
送也送不出去，最终造
成纳税人血汗钱的巨
额浪费，民进党当局卫
福部门与疫情指挥中
心应向民众做出合理交
代。不少岛内网友也留
言痛批：“这样太浪费
了”“财务责任谁来负
责？”“应该查一下是
不是另有黑箱作业。”

台自产疫苗过期报废浪费5亿新台币 

岛内舆论痛批：送不出去还烧钱

【中新社26日讯】
今年8月，广州高温
天气有所好转，一批
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施
工进度加快。记者26
日从广州市统计局
获悉，8月广州新纳
入统计的基础设施项
目大幅增加，达104
个，比前7个月月均
新纳入统计基础设施
项目（38个）多出66
个，合计计划总投资
289亿元（人民币，
下同），其中计划总
投资超亿元项目1 2
个，包括计划总投资
超百亿元的狮子洋通
道工程项目。

这些新项目开工建
设，推动广州市基础设
施投资累计增速连续3
个月提速增长。统计数
据显示，1月至8月，广
州全市完成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4.3%，增
速分别比1月至6月、1
月至7月提高1.1个和
0.9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广

州正在加快建设辐射
能力更强的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1月至
8月，占全市基础设
施投资比重为52.7%
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完成投资额同
比增长13.8%，增速
高于基础设施投资增
速9.5个百分点。其
中，铁路、航空和道
路运输业投资增速分
别为31.5%、29.7%
和12.5%。

同时，地铁、城
际、有轨全制式城市
轨道交通也正在加快
建设。据统计，由广
州地铁集团负责运营
的轨道交通里程达到
857公里。目前，广
州地铁正全面推进10
条（段）、201.9公
里地铁线网建设，以
及佛莞城际等9条（
段）、316公里城际
铁路建设，统筹负责
24个国铁、综合交通
枢纽、市政道路项目
投资建设。

广州基础设施投资提速 

8月新纳入统计项目逾百个

【中新社2 6日讯】
今年以来中国宣布多项
措施加大对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中
国国家发改委高技术
司副司长张志华26日表
示，“十四五”乃至未
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前景持续向好。

张志华在国家发改委
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
取得初步成效，总体可以
概括为三个“加快”：信
息基础设施加快升级，融
合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创
新基础设施加快优化。

他举例说，过去十
年，中国已建成光纤长
度增长约2.7倍，移动通
信从“4G并跑”到“5G
引领”，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下一
代互联网技术加快应用，
网络规模和应用水平全球
领先。中国还建成体系较
为完备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布局建设的77个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32
个已建成运行，部分设施
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张志华指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
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一
头连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发

展，对于优化投资结构、
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的
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他介绍说，今年6月，
国务院出台利用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政
策，近期又启动了专项
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
支持部分领域设备更新
改造的工作。这两项举措
都将新型基础设施纳入支
持重点。随着这些政策落
地，一批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将加快启动实施，
为稳定投资、扩大内需发
挥积极作用。

国家发改委：

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前景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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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赛事中国赛艇队
金牌是由东京奥运会女子
四人双桨项目的金牌得主
陈云霞、张灵、吕扬和崔

晓桐夺得，在四人双桨项
目的比赛中，中国赛艇队
在500米、1000米和1500
米三个计时点的排位都是

第一，最终以6分17秒49
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
继2019年后中国赛艇队

再夺世锦赛金牌，荷兰队
和英国队分获该项目的银
牌和铜牌。

赛艇世锦赛圆满收官！

中国队一金一银位列第十
【网易体育26日讯】2022年世界赛艇锦

标赛进入收官之日，中国队参加了最后一

个比赛日的女子单人双桨和女子八人单桨

有舵手两个项目的决赛，最后分别获得第

四名和第六名。整个赛事，中国队共取得

一金一银，排在奖牌榜第十位。奖牌分别

来自女子四人双桨和男子轻量级四人双桨

项目中。

【网易体育26日讯】
20 2 2年国际射联飞碟射
击世锦赛正在进行，从9
月26日开始到9月28日将
进行飞碟多向成年组的比
赛，中国飞碟射击队派出
中武翠翠、王晓菁、王心
怡、郭雨浩、齐迎和于海
成，力争取得好成绩，获
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
位。

本届国际射联飞碟射击
世锦赛，中国飞碟射击队
采用“老中青”三结合的
模式，派出武翠翠、于海
成、齐迎、江伊婷等24名
选手，其中12人参加青年
组，12人参加成年组。武
翠翠和齐迎曾在世界杯上
分别斩获男、女飞碟多向
赛的个人冠军，也曾在亚
锦赛上帮助中国队收获3
金3银4铜的佳绩，相信经
过国际比赛的磨炼，本届
世锦赛中国飞碟射击队会
有不错的表现。

本次世锦赛将与巴黎奥
运参赛资格相挂钩，16个
奥运席位将在成年组4个
个人项目中产生，飞碟多
向赛男、女个人各4个席
位，飞碟双向赛男、女个

人各4个席位。这是来自
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
洲的运动员们为所在国家
赢得奥运席位的第一战赛
事。

2022年国际射联飞碟射
击世锦赛于当地时间2022
年9月19日-10月12日在
克罗地亚奥西耶克举行。
该赛事每个项目都分为青
年组和成年组2个组别，
每个组别5枚金牌，总共
2 0枚金牌产生。根据赛
程，2022年9月19日为各
队伍抵达；9月20-30日为
飞碟多向比赛，10月1-11
日为飞碟双向比赛，10月
12日为各队伍离开。

【网易体育26日讯】
2022/23赛季欧国联A4组
第6轮，荷兰主场迎战比
利时。双方鏖战9 0分钟
过后，荷兰1-0小胜比利
时。其中，范戴克第73分
钟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小
组赛6轮战罢，荷兰5胜
1平不败积16分，以头名
晋级决赛圈，比利时3胜1
平2负积10分排名小组第
二。

在 国 际 A级 赛 事 历 史
上，双方先后有过128次
交手经历，荷兰战绩56胜
3 1平4 1负处于上风，进
284球失221球。两队最近

一次会面，是在本赛季欧
国联小组赛首轮，当时客
场作战的荷兰4-1大胜比
利时。双方出场阵容：

荷兰（3-4-3）：1-
帕斯维尔/2-廷伯、4-范
戴克、5-阿克（46’16-
马拉西亚）/22-邓弗里

斯、15-德容恩、11-博
古伊斯（31’8-加克波）
、1 7 -布林德/ 9 -延森
（46’18-泰勒）、14-
克拉森、7-贝尔温。

比利时（3-4-3）：1-
库尔图瓦/4-泽诺、2-阿
尔德韦雷尔德、5-维尔通
亨/15-穆尼耶（46’11-
卡拉斯科）、 1 8 -奥纳
纳（75’8-蒂勒曼斯）
、6-维特塞尔、21-卡斯
塔涅（82’19-卢克巴基
奥）/7-德布劳内、23-
巴舒亚伊（4 6’ 1 4 -德
凯特拉雷）、10-阿扎尔
（64’17-特罗萨德）。

【网易体育2 6日讯】
在欧国联A级D组最后一
轮中，上演了一场保级大
战。最终波兰客场1-0小
胜威尔士，在完成保级任
务的同时，也将威尔士送
去了B级。

全场唯一进球，出现
在第58分钟时。在接到左
路传中后，莱万完成了一
记神助攻。在禁区弧顶，
莱万背身不停球直接左脚
轻轻一垫，皮球打穿威尔
士整条防线。斯维德尔斯
基禁区左侧前插到位，然
后一脚推射将球送入网窝
中。

在第91分钟时，威尔士
队长贝尔浪费了最后的扳
平机会。托马斯右路送出
平快球传中，贝尔前点大
力头球射门，结果把球顶
在了横梁上。

此役之前，波兰和威尔
士分别拿到了4分和1分，
波兰如果输球就有降级可
能。这场1-0的胜利，使
得波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
三保级成功。莱万赛后发
了I n s：“对我们而言，
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我
们战斗了，我们赢了！现
在，是时候去迎接更多挑
战了！”

【网易体育26日讯】
2022年女排世锦赛小组赛
第三日，D组日本队3-0轻
取哥伦比亚，A组比利时
3-0拿下肯尼亚，东道主
之一的荷兰3-0零封喀麦
隆，两队均连赢两场。D
组德国队3-1力挫保加利
亚，卫冕冠军塞尔维亚
3-0拿下加拿大。

与中国队同在D组的亚
洲劲敌日本队，首战南美
弱旅哥伦比亚，连赢三局
以25-20、25-22和25-17
轻取对手，总比分3-0斩
获小组赛首场胜利。本场
比赛，日本队三人得分上
双，井上爱里沙攻下2 1
分，古贺纱理那得到1 6
分，林琴奈拿到14分。

A组比利时迎战非洲弱
旅肯尼亚，连下三局以
25-15、25-14和25-11横
扫，总比分3-0轻取对手

连赢两场。此役，比利时
的赫博茨得到16分，范盖
斯特尔进账12分。

东道主之一的荷兰队
首战喀麦隆，两队实力
差距明显，荷兰队连下三
局3-0获得两连胜，三局
比分为25-11、25-20和
25-13。本场较量，荷兰
队的主攻布伊吉斯斩获11
分，副攻蒂梅尔曼贡献10
分。

C组德国队迎战保加利
亚，两队激战四局后，
德国队关键分把握更胜一
筹，以3-1力克对手，四
局比分为25-22、21-25
、25-23和25-21。本场
比赛，德国队的两位主攻
阿尔斯迈尔、奥尔特曼以
及副攻魏策尔均得到1 3
分，另外一位副攻舍尔策
尔进账12分，保加利亚的
副攻N-迪米特洛娃拿下全

场最高的20分。
卫冕冠军塞尔维亚首战

加拿大 ，只在首局稍遇一
些抵抗，还是连下三局零
封对手，三局比分为25-23
、25-16和25-20。本场
较量，塞尔维亚的接应博
斯科维奇独揽23分全场最
多，主攻米哈伊洛维奇贡
献10分，加拿大的主攻格

雷夺下本队最高的14分，
接应范赖克斩获13分。

女排世锦赛第四个比
赛日，D组日本队迎战捷
克队，巴西队与阿根廷过
招。A组意大利迎战波多
黎各，C组塞尔维亚遭遇
保加利亚，美国队对阵加
拿大，德国队迎战哈萨克
斯坦。

欧国联-范戴克破门制胜 荷兰1-0比利时小组头名晋级

飞碟射击世锦赛关键战来袭 

8个奥运资格三天内产生

欧国联-莱万神助攻贝尔中柱 

波兰1-0送威尔士降级

女排世锦赛日本3-0轻取开门红 荷兰比利时两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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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莎华丽野生动物园举行

印尼-中国大熊猫保护合作5周年庆典

陆慷大使致辞。 蔡亚声致辞。
Taman Safari Indonesia 兽医 
Bongot HuasoMulia 博士致辞。

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物种
与遗传学保护司司长 
Indra Exploitasia 致辞。

陆慷大使等嘉宾参观大熊猫。 蔡亚声（左）赠送纪念品给陆慷大使。 蔡亚声（左）赠送纪念品给Indra Exploitasia司长。

蔡亚声（左二）与嘉宾们合影。
左起：李满意、黄德新、陆慷大使、张锦雄、陈社栋、张
在进、丘振盛合影。

陆慷大使象征性为雪绒花种子浇水。

与会嘉宾们合影。

【本报He rm aw a n报
道】9月26日，印尼莎华
丽野生动物园（Tama n 
Safari Indonesia）在西爪
哇省茂物县Cisarua举行
印尼与中国大熊猫保护
合作5周年庆典，并移交
GunungGedePangrango国
家公园的30颗雪绒花种
子给我国环境和林业部, 
以种植在印尼熊猫宫一
带。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陆
慷大使，我国环境和林
业部代表Indra Exlota-
sia，印尼莎华丽野生动
物园总裁蔡亚声，华社
代表等出席活动。

陆 慷 大 使 在 致 辞 中
称，很荣幸出席中国大
熊 猫 “ 彩 陶 ” 和 “ 胡
春”落户印尼五周年庆
典，并代表中国驻印尼

大使馆，感谢印尼环境
和林业部、印尼莎华丽
野生动物园及各界友人
对中印尼大熊猫保护合
作的支持。

陆慷大使表示，印尼
是世界上第16个获得大
熊猫保护权的国家。5
年来，“彩陶”和“胡
春”在印尼健康快乐地
成长，给印尼人民带来
欢乐。感谢印尼莎华丽
野生动物园这些年来的
辛勤工作。

陆慷大使补充说，“
大熊猫一直被称为中国
的友谊大使。“彩陶”
和“胡春”远道而来，
给印尼人民带来了中国
人民的深厚友谊，架起
了 两 国 友 好 交 流 的 新
桥梁，推动了两国在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

等领域的合作，深化能
源等领域的发展融入中
印尼双边关系发展。希
望未来中印尼在大熊猫
保护研究方面进一步加
强合作，推动大熊猫物
种保护、疾病治疗和大
熊猫多种栖息地和文化

繁育研究，共同为大熊
猫保护乃至大熊猫保护
事业做出贡献。

蔡 亚 声 致 辞 介 绍 了
印尼莎华丽野生动物园
发展情况，并感谢中国
驻印尼大使馆陆慷大使
对印尼莎华丽野生动物

园大熊猫保护项目的支
持。同时也感谢我国环
境和林业部等社会各界
人士，在过去 5 年和未
来一直支持该动物园所
开展的保护工作。

据 悉 ， 这 一 对 大 熊
猫“彩陶”和“湖春”

是于2017年9月27日，乘
坐鹰航飞机抵达印尼。
大熊猫落户印尼莎华丽
野生动物园5年以来，也
开展了许多活动，包括
进行保护意识、公众教
育、研究、畜牧医疗和
繁殖等活动。



第八章 官老爷与官太太
　　

同一时间，宋家上上下下

也是松一口气……第八

名，比预想得好太多了。

厅上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人人都是一脸喜色。

周华贵太激动，整个人晕

过去，杜嬷嬷拿出药油又

捏又掐的半天，这才睁开

眼睛，一眼望到许氏慈爱

的目光，忍不住哭泣，「

姨母……」

「好孩子别哭。」许氏轻

轻摸着外甥女的头发，「

好日子要来了，等文澜官

派下来，就接你一起去孝

顺。」

「多谢姨母多年照顾恩

德。」

「你是我小妹唯一的女

儿，我不照顾着你，要照

顾谁。文澜高中是好事

情，别哭了，哭多了不吉

利。」

周华贵是情绪涌上，怎么

样也忍不住，但想起儿子

今日高中，自己这母亲却

在哭，那不是触霉头嘛，

连忙硬生生停止。

汪蕊一看就叹息，文澜真

的是挺争气的，但这样一

个婆婆，日后只能看女儿

造化。

两年的时间，大家都不容

易。

宋心梅去年如愿嫁给倪光

宗，倪家原本不愿娶个庶

女为正妻，是倪光宗死求

活求，还离家出走，倪太

太没办法，只好上门提

亲。

婚事一刚开始也是好好

的，夫妻恩爱，宋心梅很

快怀孕，生下一对双胞胎

儿子，而且还都很健壮，

倪家上上下下都很高兴，

三代单传呢，一下来两个

孙子，倪太太跟倪老太太

欣喜之余，对宋心梅这庶

女出身的媳妇也好上许

多。

宋心梅以为好日子要到

了，却没想到倪光宗厌烦

她了，而且在她怀孕的时

候就在外面养起外室，

全家都知道，只有她不晓

得。

宋心梅气得要死，一出月

子就带人去抄那外室，没

想到倪光宗还护着对方，

两夫妻也不管众目睽睽打

了起来。

宋心梅本就是女子，加上

怀双胞胎极耗损身体，自

然打不过丈夫，倪光宗也

是打红了眼，一顿狂揍。

这件事情在倪家自然引不

起风波。

是，打人是不好，但要怪

也只能怪孙媳妇这样小

器，一个正房太太又生有

儿子，何必跟个外室认

真。

宋心梅回家哭诉，陈姨娘

听得心痛如绞，去求了许

氏，许氏说是自己选的，

自己就得担着。

当初已经给宋心梅相了一

门好亲事，对方也老老实

实的，宋心梅非得嫁给倪

光宗，又吵又闹，当初不

听长辈的话，现在还哭什

么？　

陈姨娘无法，又去求汪

蕊，汪蕊更简单了，又不

是她生的女儿，本就不心

疼。

当初让她嫁祝家，不要嫁

倪家，宋心梅死活不肯，

还哭说是嫡母不疼爱庶

女，现在吃了亏，也只能

自己认。

她忙得很，没空为了不听

话的庶女奔波。

陈姨娘思来想去，又哭到

老太爷宋波跟大老爷宋有

福这对父子那边。

这对父子还真没让人失

望，老太爷宋波说「出嫁

从夫，以丈夫为尊就是

了」

大老爷宋有福说「让她以

后别跟女婿争」，一样什

么都不管，一样无情。

宋心梅这时候后悔也来不

及，想在家里住几天又舍

不得儿子，那对孩子就是

她的命根子，她得回去看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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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柔顺地点着头：“我会尽力

的。”

我突然感到了好奇，问道：“小

姐，这些日子来，你的生活怎样？”

薰子摇着头：“我很

寂寞，我一直希望能

见 他 们 ， 和 他 们 交

谈，甚至移民到他们

的星球上去！”

“ 你 不 想 回 地 球

去？”我问。

薰子呆了半晌，才叹

了 一 声 ： “ 说 起 来

很 奇 怪 ， 我 不 想 ，

先生，我在浩劫中余

生，我的运气好得连

我自己也不相信，如

果再有一次那样的浩

劫，我还会有那样的

运气么？”

我听了薰子的话，不

禁全身都感到了一股寒意。“如果再有

一次那样的浩劫！”这实在是惊心动魄

之极的一句话。

我才离开地球，自然知道地球上的情

形，像一九四五年发生在长崎的那种浩

劫，有再发生一次的可能。

每一分钟都存在着。

而且，不发生浩劫则已，一发生，规模

一定比那一次不知大多少倍！

薰子愿留在不着边际、虚无的太空之

中，度她寂寞的岁月，那实在是一种极

其痛切、无可奈何的选择，而这种选

择，比许多控诉更有力，表示了她对地

球人的极度的厌恶！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永世不愿回地

球的地球人。

自从人类有文化以来，不知有多少人，

歌颂着地球，那是人的本质，因为人的

生命始于地球。

但是，人究竟是在进步的，进步到了已

有薰子那样的人，如此透彻地认识了地

球上的丑恶！

我觉得我自己的手心中在冒着汗，我望

着薰子，而她的脸色，却是那么平静。

或许，是多年来的寂寞，已完全使她忘

记了激动了。

过了许久，我才发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

微笑来：“你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你有

那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明知

随时可以有浩劫发生，但是我们还是要

在地球上生活下去。”

薰子有点黯然：“是的，我了解你们的

心事。”

我又问道：“你住在甚么地方？你是怎

么来到我们这里的？”

薰子道：“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不知用

甚么方法，可以使任何东西穿过任何东

西。我是一个科学家，但我绝无法正确

地解释这种现象，我只好推测，他们能

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任何东西，分

解成为原子，然后再复原，我说任何东

西，是包括有生命的东西在内，例如我

们，但那只是我的猜想。”

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我还想继续和她

讨论一下她的生活。

「以前觉得他个性温和，总是笑笑的，

后来才发现我看不透他。他的城府与野

心，并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是那种会人

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表里不一、笑

里藏刀的混蛋！」

这个听起来怨念满满。「发生过什么事

吗？」

「很久了，我那时大概才三

岁左右吧，只记得有一次，

他磕得满下巴都是血，我吓

坏了，完全记不起来发生什

么事，然后他说是我跟他抢

玩具，生气推的。我事后一

直回想，我真的有推他吗？

我没有这段记亿，脑子里塞

的都是他的说词。」

「赵之骅那时几岁？九岁有

了吧！」能被三岁小女孩欺

负到一身血，也算奇闻一桩

了。

「所以我后来觉得，三哥是

不是讨厌我？应该说，讨厌

我们母女？」

可能他觉得，她母亲的出现，分走了爸

对三房的注意力？无论是不是这个原

因，都足以显示出，三哥狭量，不能容

人。

「那四哥？赵之航哪里混蛋？」

「把女人当摆饰，娶回家就不管不
顾，当自己是民族英雄、世界救星？
先是为了事业冷落妻子，后又对亡妻
愧疚，放弃事业出走，最后他到底顾
全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好，自以为
是、不负责任的混蛋！」
会对赵之航怨言满腹，或许只是因
为，如果他没走，她今天不会落入这
样的局面，那个承诺照护亲族的人，
最终还是食言，弃下他们。
他的承诺，一文不值。
「赵之寒？」
这回，她沉默了一阵，没立刻开口。
「应该……就是个事不关己、冷漠无
情的混蛋吧。」真有什么事，也别想
指望他，这个人，不会管别人的死
活。
「如果我说，我想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呢？」
前太子爷赵之航已是过去式，且不论

他还有没有意愿回来，他们也不能无
限期地等……把赌注押在一个未知数
上……风险太大，那就只剩一个赵之
寒了。
「你在开玩笑？」顿了顿。「而且，
我们干么要选边站？」
那些人要争，就任他们去争个头破血
流啊，她最多是不看不问不听，眼不
见为净，何必凑热闹？
我们。
她说得如此自然，已经把他与她，圈
成一体了。
余善谋微笑。「不，你一定得选。如
果将来得势的是赵之骅，你能有好日
子过吗？」
谁掌权，关乎到她未来的命运。
就算他能帮她挣来日昇营造，那也是
一隅偏安而已，短期动不了她，不代
表长期不能。如果把她放在一个对她
没有善意的人眼皮底下，他走得怎么
能安心？

(27)

谦卑在人前；所向尽通。
傲慢在人前；寸步难行。
行为；可以看出做事能力。
言谈；可以察知品德修养。

(58)

(28)

“瑛妹，现在还言之过早，你该回去

了！”

“霖哥，我……不想回去了！我要跟你

一起……”

“瑛妹，坚强些，我们不久又能再见

了！”

离情别绪，使这一双在非常情况下结合

的男女，黯然神伤。

蓦在此刻……破空之声倏告传来，两人

同时一震，陈霖一推柯如瑛道：“瑛

妹快走，迟恐被人发觉，记住三月之

约！”

柯如瑛依恋不舍的看了陈霖一眼，凄然

道：“霖哥珍重，我……走……”

声音遽变哽咽，两滴泪珠，沿面颊而

下，娇躯一起，电闪而逝。

陈霖怔怔的望着柯如瑛逝去的方向，怅

惘不已。

就在柯如瑛的身形，消失之后不久，无

数人影，距陈霖隐身的突岩不及五丈之

外驰过。

陈霖神目如电炬，已看出内中有白骨骷

髅头号志的人，也有身着火云红衫的，

另外还有不少女人！

不禁冷嗤一声，忖道：“二教一会果然

联手了，目的当然是对付自己，极可能

是那些侥幸逃生的白骨教徒，见‘和

合会’会长横岔一枝代答问题，传讯回

教，所以才会联同‘赤衣教’到‘和合

会’所在地来，目的不问可知！”

心念之中，身形电射而起，疾尾随那些

人影而去。

果然，那些人影忽地分成三拨，分朝三

个方向搜索前进。

陈霖觑准了“白骨教”中人行进的方

向，暗暗紧掇在后，约莫奔驰了一个时

辰，估计至少在二十里之遥！

只听人群之中，传出一个苍劲的声音

道：“往回搜！”

二十多条人影，纷纷止住身形，转头向

来时的方向回驰！

就在此刻，一丛密林之中“传出一阵刺

耳生疼的阴森冷笑，笑声冷得像是发自

极地玄冰之中，使人不由毛发悚然。

二十多个白骨教徒，全被这冷笑声镇

住，不期然的止步停身，紧聚在一处，

当中一个年在六旬上下

的老者，越众而出，前

行数步，目射棱芒，注

定那冷笑声所发的树

丛。

这老者胸前一个斗大的

白骨骷髅头，占满衣襟

全幅，看来他在教中的

身份相当的高，可能地

位要超越堂主之上。

那老者向那树丛扫掠了

几眼之后，因枝繁密，

什么也看不出来，冷哼

了一声道：“林中是哪

位高人，何不现身让老

夫见识见识？”

一个冰冷的声音答道：“你算什么东

西？”

那老者顿时气得七窍冒烟，声如沉雷般

的道：“老夫白骨教第三护法‘辣手神

郑通’，识相的与老夫滚出来！”

“嘿嘿嘿嘿，本人现身，见血方休！”

“辣手神郑通”不由老脸变色，其余的

众高手也为这一句话心颤不已。

接着那声音又道：“嘿嘿！有缘千里

来相会，本人与贵教早经结了不解之

缘！”

“辣手神郑通”心中不由一动，一挥手

之间，身后的二十余高手，“唰！”的

作扇形散开，一个个神色凝重。如临大

敌。

“嘿嘿嘿嘿！老匹夫，你无须虚张声

势，本人要取尔等性命，易如折枝！”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们二教一会要找的人？”

“辣手神郑通”心里寒气顿冒，其余众

高手更是惶然不已，齐齐蓄势戒备。

那声音又道：“现在知道本人是谁了

吧？”

“辣手神郑通”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哈

哈一笑道：“小鬼，你真的是‘活阎

罗’，好极了！”

“嘿嘿嘿嘿！”又是一阵刺耳冷笑，笑

声中，只见一条红影，从树丛之中射

起，半空中极快的一绕，划起了一圈

红色的光圈，然后轻如鹅毛般的飘落当

场！

竟然是一个全身赤红如血的怪人^惊呼之

声倏起：“血……”“血魔！”

“血魔！”

“辣手神郑通”惊愣的向后退了三个大

步，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

他们的目的是追踪“血魔”的传人“活

阎罗”，做梦也估不到“血魔”

会在此处现身，那些高手，更是胆落神

摇，觳觫不已。

桐柏山下的三里坪那场血劫，他们耳熟

能详！

(63)

薰



补肾是防流产关键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第14版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中医名家

应将 55%的锻炼时间用于有氧运动，45%用于力量训练

人到晚年，力量训练不可少
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 朱为模

全民健身

多吃蔬果和鱼缓解哮喘

医学前沿

快乐养老

按按脸，皱纹少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 郭 杨

生活起居

伤口舔一舔能消毒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王宪伟

一百年前，全世界的
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只有35
岁。现在，世界上多数地
方的人预期寿命超过了70
岁，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
80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2019 年中国人预期寿
命男性为 74.6 岁 ，女性
为 77.6 岁 。 然而，人
类长寿的一个“副作用”
是老年疾病明显增加。据
国外一项统计发现，85%
的老人至少患有一项慢
病，如关节炎、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等，60%
的老人患有两项。

随着年龄增长，如果
采取措施，肌肉难免萎
缩，影响身体机能。人
从 30岁起，肌肉开始走
下坡路，如果不锻炼，
到 50 岁时，肌肉体积萎
缩 10%，60~70 岁大约又
萎缩 15%，80 岁后每十
年的萎缩可高达 30%。平
均下来，40 岁后每十年肌
肉（好体重）萎缩 5 斤左
右，而脂肪（坏体重）增
加 10 斤左右。人的力量
下降也呈这一趋势。

可喜的是，大量科学
研究已证明运动这颗“
神奇的药”，不但可以
延缓身体机能衰退，甚
至可以逆转。不同年龄
段，有氧运动和力量训
练的比例应有所调整。
年龄≤40 岁，应将 80%
的锻炼时间用于有氧锻
炼，20%用于力量训练；
年龄在 41~50 岁，70%的
有氧运动，30%的力量训
练；51~60 岁，60%的有氧
运动，40%的力量训练；
超过 60 岁，55%的有氧
运动，45%的力量训练。

不少老人担心力量训练
不安全，以下“四步曲”
能确保其安全有效：

第一步 ：确定力量训

练是否安全。久坐不动的
人准备开始锻炼时一定要
先了解自己的健康水平及
运动能力。美国运动医学
会为此专门制订了一个量
表（用“是”或“否”回
答）：医生是否告诉你，
根据你心脏的情况，只能
参加医生推荐的体力活
动；当进行体力活动时，
是否感到过胸部疼痛；在
过去一个月中，不进行体
力活动时，有没有感到胸
部疼痛；有没有因头晕而
失去平衡或失去知觉；有
没有因体力活动使骨关节
症状加重；医生有没有因
心脏或血压问题给你开了
药；是否知道有其他原因
使你不能参加体力活动。
上述任何问题回答“是”
，就应在锻炼前做个体检
并征得医生的建议。准备
锻炼前还要对运动基本知
识有所了解，比如最大心
率是多少，如何做准备和
整理活动，如何预防运动
损伤等。

第二步：制定训练目
标。老年人设定锻炼目标
时不要好高骛远。设定
目标应遵循“SMAR T”
原则：Spec i f i c（具体）
，如下周开始练习，明
年这时应提高1 5%的力
量；Me a s u r a b l e（可测
定），如下周开始练习，
一年后的改善是否能达
到 15%；Attainable（可
实现）：加把劲儿就能完
成锻炼；Relevan t（有意
义）：比如让生活质量更
高；Timely（及时性）：
将锻炼目标和具体时间结
合起来。

第三步：定锻炼时间
表。老年人锻炼的时间不
是大问题。但如果不先预
定时间，锻炼可能会被其
他事情干扰。

第四步：科学与安全第
一。按照老年人的生理特
点和规律进行锻炼尤为重
要。因此，老年人锻炼时
应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

频率：每周至少练 2 
次，最多不超过 4 次。每
次训练之间要有 48 小时
间隔。可以通过一周 2~4 
次训练把全身主要肌群都
练一遍。

时间：老年人每次训
练不短于20分钟，不超过 
40分钟，平均下来每次30 
分钟。

内容：以多关节运动
为主，避免单关节运动。
胸、肩、臂、背、腹和
腿，在一周训练中都应练
到。如果在健身房练习，
初练者应尽可能用器械，
安全性更好。

组数：研究表明，每个
练习练3组对提高力量有
帮助。老年人刚开始锻炼
时先进行一组，再逐渐增
加，不要超过 3 组。每组
之间要有2~3分钟的休息。

强度：力量训练强度使
用 1RM（即一次可以举起
的最大重量）定义。如果
一个人最大可举起的重量
是 100 斤，那么 80 斤
就代表 80%的 1RM。老
年人力量训练时最大强
度不应超过 85%1RM，
刚 开 始 训 练 时 ， 可 从 
65%~75%1RM 开始。

次数：重复次数和强度
呈负相关。强度越大可以
重复的次数越少。一般二
者的关系如表所示。

循序渐进和多样性：
欲速不达，力量训练一
定要循序渐进。另外力
量训练较单调，应不断
变化训练组合，让训练
变得有趣，并能打破肌
肉的动力定型，保证训
练的有效性。▲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
逐年降低，其中原因复杂
多样，而逐年上升的自然
流产发病率同样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据黑龙江
省名中医、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二
科主任冯晓玲教授介绍，
自然流产是妇科常见的生
殖障碍疾病，发病率高达 
15%~40%，且有反复发
作倾向。自然流产连续发
生 3 次或以上称为复发性
流产，以内分泌功能异常
和免疫因素较为多见，但
尚有约 50%的患者病因不
明。如何防住复发性流产，
专门从事研究及临床工作的
冯晓玲有心得体会。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
之本、冲任（冲为血海、
任主胞胎）之本，肾气亏
虚，则冲任不固 ，胎元
不实，是流产发病的常见
原因。也有因气血虚弱无

以载养，而致胎不能成；
或孕后跌扑闪挫 、劳力
过度，损伤气血，扰动胎
气；高龄也是流产最常见
的危险因素之一。除此之
外，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增
大，很多女性处于亚健康
状态，体质虚弱、气血紊
乱，不能承载胚胎，致使
胎元不固而发生流产。

自然流产中，先兆流
产是最为常见且高发的一
种。传统中医学将先兆流
产归属“胎漏”“胎动不
安”范畴，而复发性流产
属于“ 滑 胎 ”范 畴 。 
中医认为，肾主生殖与藏
精，胞胎有赖于肾精的温
养与肾气的强固，因此补
肾是防治流产的关键。在
此基础上，根据不同体质
状况，选择健脾、疏肝、
化瘀等中药相辅进行整
体调节。冯晓玲表示，流
产疾病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注重孕前及孕
早期的调理。如果之前存
在流产史，再次妊娠前，
先明确病因，调理脾肾气
血以固本，培补养胎之源
以保胎，孕前应以补肾健
脾、益气补血、调补冲任
为主，此为“预培其损”
。妊娠之后或怀疑有孕之
时要及早干预，积极保胎
治疗，卧床休息，避免劳
累，不要等到出现流产先
兆症状才去保胎。服药治
疗的期限应以超过以往流
产的月份之后为妥，才能
有效提高治愈率。方剂
使用方面，冯晓玲擅长应
用寿胎丸加减补肾固冲安
胎。中医认为“滑胎”的
发生耗伤肾气及气血，在
流产发生后，应针对患者
个体情况予以调补。主要
目的有二：一是恢复机体
气血调和、五脏充盛的正
常状态；二是调整月经周

期，促进卵泡发育。将妊
娠过程形象化，受精卵就
像种子，而宫腔环境则是
土壤，通过补益肾气，调
理冲任，从源头改善“土
壤”及“种子”的质量，
不仅可以调整生殖系统状
态，也为下一次妊娠的成
功打下良好基础。

孕期保健方面 ，冯晓
玲有三期法。1 .早期养
胎气：饮食方面要注意饥
饱适中，食物要清淡，饮
食要精熟，宜清热、滋补
而不宜温补，否则导致胎
热、胎动，容易流产。2. 
中期助胎气：注意饮食多
样化，营养丰富，但不能
太饱，要多吃蔬果，利于
通便。3.后期利生产：怀
孕后期，心静不可大怒。
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练习
孕妇瑜伽，缓解孕晚期常
见的腰酸疼，也为分娩做
准备。

冯晓玲还擅长穴位贴敷
保胎。保胎穴位贴敷药物
中包含寄生、菟丝子、续
断、杜仲、阿胶等多味中
药，以上中药研磨成粉，
由蜂蜜调制成药糊状备
用。穴位敷贴方法：患者
取仰卧位，充分暴露神阙
穴、关元穴、气海穴及肾
俞穴，用碘伏对穴位表面
皮肤进行清洁消毒后，取
直径 1 厘米、厚度3~4 毫
米圆盘状药糊贴，贴敷在
以上穴位，每次 4~6 小
时，每天贴一次。

先兆流产者，平时饮
食一定不可忽视。冯晓玲
推荐了有安胎效果的方子
1 .“白术红枣粥”。大
米 100克，白术、红枣各
适量，白糖适量。大米洗
净泡发，红枣、白术均洗
净备用。锅置火上，加入
适量清水，放入大米，以
大火煮开；再加入白术、

红枣，煮至粥呈浓稠状，
调入白糖拌匀即可。白术
有健脾、补气、安胎的功
效，可治疗气虚引起的胎
动不安；红枣益气补血，
大米健脾养胃，三者同
用，可补气安胎，对气血
亏虚引起的先兆流产有较
好的食疗效果。2.阿胶鸡
蛋羹。阿胶是中医最常用
的调经、止血、安胎药，
古方中多用于流产先兆。
《金匮要略》中的“胶艾
汤”以阿胶为主要成分，
有滋阴养血、补阳安胎的
作用。体质虚弱的孕妇，
如有先兆流产征象，或有
习惯性流产史者，均可在
中医医师的指导下炖化阿
胶服用，如阿胶鸡蛋羹。

流产会给女性生理和心
理带来诸多伤害，更容易导
致负面情绪。冯晓玲强调，
对于患者，治疗是一方面，
心理疏导更不可忽视。▲

正确恰当的面部按摩可
加速皮肤新陈代谢，消除
肿胀，放松肌肉。同时，
面部按摩还可促进血液循
环，使皮肤看起来更加年
轻健康。尤其中老年女性
适当地做面部按摩，还可
延缓衰老，抵抗皱纹快速
生长。然而，按摩操作不
当或选错方案也会带来风
险。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
正确的面部按摩方法。

要缓解压力、消除肿胀
及头痛，尽量选择穴位轻
柔点按，或用手指关节轻柔
轮刮的方式。可选择的穴位
有：睛明穴、攒竹穴、鱼腰
穴、丝竹空穴、四白穴等，
这些都围绕在眼周，可用

手指关节侧面，由内向外缓
慢推按，上下各 5~8 遍即
可。不可过多或用力过猛，
以免伤及眼周皮肤。若伴
有鼻炎，可选择紧贴鼻翼
两侧的外迎香穴，以适当
力度点按，3~5 秒后抬起，
反复点按 10 余次，可缓解
鼻塞症状。

想要帮助减缓衰老，
抵抗皱纹的快速生长，就
要找到不同作用的肌肉位
置，朝反重力的方向，轻
柔用力 ，短距离推按。每
个位置按摩 5~8遍，每周 
2~3 次为宜。推按前，可
适当使用不过敏、不刺激
的面部润滑产品，敏感人
群可选用橄榄油，用量不

宜过大。
需提醒的是，中老年

人自己进行面部按摩时，
要注意特殊部位，如太阳
穴及眼周等，不要过于用
力，避免出现因过度挤压
血管引起头晕、眼压异常
等不适。应以轻、柔、
点、按为主，也可小范围
短距离推按。还要注意避
免使用指尖，以免指甲伤
到皮肤。

有些情况要避免面部按
摩。比如，面部有皮炎、
水肿或外伤，应先就医；
面部有其他疾病，如面
瘫，伴有较严重的其他内
科疾病者，不适合自行居
家面部按摩。▲

很多人手指受伤后，
会放进嘴里含一下，认
为 唾 液 可 以 杀 菌 ， 有
助伤口修复，这是真的
吗？

实际上，唾液成分 99
％是水，1％是淀粉酶、
溶菌酶、多种微量元素以
及多种蛋白质等，其中的
溶酶菌和凝血因子可以
起到杀菌止血的作用，
但因为含量太少，所以
效果非常微弱。此外，
人类的口腔里有多种细
菌微生物，舔伤口时可

能会把这些细菌带到伤
口上，增加感染风险。曾
有一德国男子骑脚踏车受
伤，就用嘴吸吮了流血的
大拇指，结果感染了啃蚀
艾肯菌。所以，生活中有
小伤口时不建议用唾液杀
菌、止血，可以选择以下
科学的处理方式。

1.擦伤、撞伤。伤口
浅且出血不多的话，用
酒精或碘酒消毒即可。

2.被刀、玻璃划伤。
伤口较浅且出血不多的
话，用流动的水清洗，

再 对 伤 口 周 围 进 行 消
毒，贴上创可贴。

3.被钉子等尖锐物品
刺伤。伤口较窄且深，
若出血量不多，由于伤
口细菌不易排出，容易
罹患破伤风，建议紧急
处理后就医；若出血量
大 ， 紧 压 局 部 进 行 止
血，止不住的话就用橡
皮筋或布条扎紧，并立
即就医。每次扎紧不可
超过 15 分钟，以免血
流阻断时间过长而导致
局部坏死。▲

希腊、西班牙、意大
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
传统饮食以蔬果和鱼肉
为主，富含纤维和欧米
伽-3 脂肪酸，这种饮食
简单清淡，同时营养全
面、有利身体健康。美
国纽约西奈山医院的最
新研究发现，地中海饮
食有助于青少年预防哮
喘，而且对那些经常暴
露于二手烟的青少年而
言，在呼吸健康方面的

作用尤为明显。
研究人员对 2003 年

至 2012年全美健康营养
调查中 7000 多名不吸
烟的青少年数据进行分
析，并根据 2010 年版
美国健康饮食指数对这些
青少年的饮食健康程度进
行分类评级，再与研究
对象过去一年内出现的咳
嗽、呼吸困难、哮喘等呼
吸症状进行比对。研究人
员还对这些不吸烟青少年

体内的尼古丁含量进行检
测，以分析其二手烟暴露
情况。研究发现，就体内
尼古丁含量高的青少年或
者二手烟暴露严重的青少
年来说，多吃蔬菜、水果
和鱼，发生咳嗽、呼吸困
难、哮喘等呼吸症状的几
率就越低。

研究人员指出，健康饮
食对二手烟暴露环境下青
少年的呼吸健康具有潜在
积极效果。▲（赵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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