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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在世贸组织
败诉将成为我国加速下游
化和工业化的绊脚石。

我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
国家，几十年来仅能是原
材料出口商而没有生产附
加值产品，这当然会使我
国沉不住气了。

政府已明确表明了立
场。佐科威总统“坚持”
必须持续进行下游化矿产
资源。

总统意识到印尼禁止出
口矿物原材料将对许多国
家不利，这些国家迄今一
直享尽印尼自然资源的宽
松政策而忘怀得失。

在镍方面，欧盟对我国
的金属矿物出口禁令感到
不安，因为它可能会打乱
欧盟成员国不锈钢行业的
增长。

镍通常被称为工业之
母，因为这种金属在加工
后会为许多工业生产人类

需要的衍生产品，例如勺
子、电池、手机和车辆。

随着电池和电动汽车对
这种金属矿物原料的需求
不断提升，预测镍将成为
未来重要的产业之一。

印尼控制了世界镍出口
总量的20%以上。印尼也
是欧盟国家钢铁工业的第
二大镍出口国。

根据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地质局的数据，估计我国
镍矿的储量为37.4亿湿公
吨(wmt)，已探明的储量
达14.9亿湿公吨，因此镍
矿总储量达到52.4亿湿公
吨。

政府理解到下游化理应
在很久前就进行。下游化
是最好的指标，即为自然
资源提高经济附加值，创
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增加
国家收入。

因此，总统并没有被
吓倒，而是越来越勇往前

进继续下游化。并继续加
工其他的矿产资源材料，
如铝土矿、铜、锡和黄金
等。

本月2 7日，佐科威总
统在雅加达的数千名志愿
者面前说，“两个月前我
们输了，即使在世贸组织
败诉，但我们仍要有勇气
继续进行原材料下游产
业。”

不仅是镍矿，印尼也
很认真推动其他矿物下游
化。这可从政府和私营企
业在积极兴建冶炼和加工
设施的下游产业方面来证
明。

目前，印尼已拥有21家
冶炼厂，今年计划新增7
家冶炼厂。21家冶炼厂包
括15家镍冶炼厂、2家铝
土矿冶炼厂、1家铁矿冶
炼厂、2家铜冶炼厂和1家
锰矿冶炼厂。

佐科威总统声称，实施
镍出口禁令两年以来，印
尼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收
益。这将成为政府对其他
矿产实施类似政策的推动
力之一。

总统说，在进行下游过
程之前，镍原料的出口价
值仅为15兆盾。当镍原材
料加工成为半成品或成品
时，这个数字会剧增至360
兆盾。

镍矿加工成镍铁价值将
提升10倍，加工成不锈钢
则可提升19倍。（fd）

镍矿出口政策禁令虽败诉 

佐科威总统继续坚持矿产下游化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2022年10月，世界贸

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对印尼限制

镍矿出口政策遭到欧盟起诉而判决印尼败诉，

这将引起经济改革的道路艰难进行。

即使在世贸组织败

诉，但我们仍要有

勇气继续进行原材

料下游产业。

图为佐科威总统参观邦加勿里洞西邦加县位于Mentok单位
的PT Timah冶炼厂。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国民军总司令安迪卡·佩
尔卡萨（Andika Perkasa）
将于2022年12月21日卸任
并于2023年1月1日退役，
国会议长普安·马哈拉妮
称已收到总统的替代人选
信函。

周一（11月28日），普
安在国会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国务秘书帕拉
迪克诺亲自将总统信函递
交给国会。”

据印尼国会第一委员
会委员杜巴古斯·哈萨努
汀称，佐科威总统推举海
军参谋长尤多·马戈诺
（Yudo Margono）上将担
任国民军总司令。

哈萨努汀在国会对媒体
说：“据我所知，海军参
谋长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
令，今天下午将把人选交
给国会。”

印尼军事法第1 3条规
定，总统必须在国民军总

司令卸任前20天推举替代
人选，而适合和适当人选
测试将由国会第一委员会
进行。

据悉，尤多·马戈诺上
将是第27任海军参谋长，自
2020年5月20日开始担任。
尤多是1988年毕业的海军
学院学生。尤多和安迪卡
曾被推举替代哈迪·查延托
（Hadi Tjahjanto）总司令，
但最后总司令的职位由安迪
卡接任。（cx）

国务秘书向国会递交总统信函

海军参谋长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

周一（11月28日）在雅加达国会媒体中心，国务秘书帕拉迪克诺（右二）将总司令替代
人选的总统信函递交给国会议长普安（左二）。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
苏蒂（Retno Marsudi）表
示，各部长将共同努力，
继续跟进2022年11月中旬
举行G20系列峰会期间已达
成的多边和双边协议。

周一（28/11），蕾特
诺外长在雅加达总统府大
厦披露，“就如我们在G20
期间进行工作时，总是一
个团队一起互相跟进。”

蕾特诺表示，这是根据
总统佐科威的指令。她说，
总统的风格是责成部长们对
已签署的协议争取具体利益
而采取后续行动。

蕾特诺说，佐科威总
统 已 指 令 几 位 部 长 ，
不论是从经济、投资还
是政治的角度继续跟进

G 2 0 峰会达成的协议。 
与此同时，蕾特诺将继续
实施政治事务。而经济统
筹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
托（Airlangga Hartarto）将
贯彻落实除了投资和政治
问题以外的一般性合作。

雷特诺阐明，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一致同意在G20

峰会上制定《巴厘宣言》
，表明了印尼获得世界各
国的信任，能够有效化解
激烈的、广泛的和深度的
分歧。

“所以分歧虽然存在，
但我们可以收集G20国家在
52段宣言中的合作承诺。”
蕾特诺如是说。（fd）

【本报雅加达讯】周一
（11月28日），“努山达
拉”首都管理局负责人班
庞·苏桑托诺在雅加达总
统府告诉新闻记者，自从
佐科威总统举行市场测试
后，投资者对新首都建设
项目的参与兴趣就大大提
升，是中央政府核心区提
供的区域面积的39倍。

因此，佐科威要求再
为未在1A区进行投资的投
资者开放1B和1C区。班庞
称，1A区是总统府和多个
部门所在的区域。

尽量向投资者开放

邦庞阐释，政府不仅向
投资者开放中央政府核心
区，但也开放其他地区，
其中有旅游区、金融和经
济中心、教育区和医疗卫
生区。

他说：“根据总统下达
的指示，尽可能向投资者
开放，让他们能够尽快参
与建设新首都。”

邦庞希望直到2023年新
首都建设项目能够取得重
大进展，况且佐科威希望
2024年国庆升旗仪式能够
在新首都举行。

新首都人口上限非190万人
“努山达拉”首都管理

局对新首都人口的上限是
190万人消息作出澄清。过
渡小组信息小组协调员希
迪克·帕拉莫诺称，2022
年第3号国家新首都法（UU 
IKN）规定人口的上限确实
是190万人。到了2045年，
新首都人口达到170至190

万人，人口毛密度控制在
每公顷100人左右。

上周四，希迪克发表书
面声明称：“170到190人
是人口预测，新首都陆地
面积25万6142公顷左右，
水域面积6万8189公顷左
右。人口预测是对土地资
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
计算结果。”

据他称，使用“限制”
这个词是不正确的，因为
它会引起很多不同的看
法。然而，190万人是一
个人口预测，是人口控制
的基础。

他接着称，关于20 2 4 
年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
努山达拉”新首都第一阶
段，就是将25万76 7 5名
国防部、军警、国家情报
局、国家网络与密码局公
务员、独立国家机构 / 公
共机构人员、建筑工人安
置到新首都，这是一个人
口预测。（cx）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11月28日）

累计确诊 : 6,653,469 例
疑似患者 ：    3,631 例
新增病例 :     3,225 例
累计死亡 :   159,735 例
累计治愈 : 6,435,85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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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首都管理局称

总统举行市场测试后 投资者兴趣飙升39倍

图为“努山达拉”首都管理局局长班庞·苏桑托诺。

各部长将共同努力

跟进G20系列峰会达成的协议

【本报雅加达讯】2023
年雅加达首都特区最低工资
标准上调5.6%，从464万
1854盾涨至490万1798盾。

周一（11月2 8日），
雅加达首都特区人力和国
内移民局局长安德里·延
沙在市政厅对新闻记者
说：“雅加达最低工资标
准已经确定了，就是490万
1798盾或上升5.6%。”

据安德里称，这是根据
2022年第18号人力部长条

例进行调整的。
上周四，当被问起时，

雅加达暂摄省长赫鲁·布
迪·哈尔托诺称省政府即
将根据2022年第18号人力
部长条例对2023年最低工资
标准进行调整，而不根据是
2021年第36号政府条例。

此前，印尼工会联合会
（KSPI）坚持要求将2023
年省级最低工资标准增至
13%，这高于人力部长制
定的最高达10%。

印尼工会联合会以经济
增长率和通胀率为根据提
出该要求。工会认为燃油
价格上涨将导致通胀率达
到6.5%，饮食、交通费
和租房费统统都上涨。而
估计经济增长率约4.9%
。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加
起来是11.4%。

印尼工会联合会主席萨
伊德说：“再加上劳动生产
率，所以我们要求增加13%
，这不过分吧。”（cx）

【安塔拉社棉兰讯】
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市长
鲍比·纳苏迪安（Bobby 
Nasu t ion）为投资者提供
各种形式的许可便利，吸
引越来越多人到这一地区
投资。

周日（27/11），鲍比
在棉兰表示，“，我们也
要求商业协会能够合作，
参与引进投资者在棉兰营
业。”

他接着说，如今有许多
领域可以作为商机，这是由
于到棉兰市的群众流动性相
对较高，例如交通运输。

市长强调，棉兰市政府
迄今继续向投资者开放，
尤其在公共街道照明领域
投资可发挥作用。

“我们仍持续为投资
者提供投资机遇，”他说
道。

市长感谢所有在苏北省

投资的中小微型企业和大企
业家，他们的营业活动是推
动棉兰城市经济的引擎。

“因此，棉兰市的通货
膨胀率可以得到控制。由
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开
展经济活动，这是非凡的
事，”他如是说。

棉 兰 市 副 市 长 A u l i a 
Rachman补充说，棉兰市政
府原则上致力于简化所有
形式的许可申请。（fd）

2023年雅加达最低工资标准上调5.6%

棉兰市市长为投资者提供各种形式许可便利

周一，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由财长丝莉·慕利亚妮
陪同在总统府大厦前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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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虽增加但支出膨胀
国家预算赤字无法避免

截至2022年10月，国家收入持续增加，达到2181兆
盾，增长44.5%。然而，国家支出却更大，达到2351
兆盾，增长14.2%，因此10月份国家预算出现赤字。

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 Indrawati）上周在APBN Kita
的一份新闻发布会上说：“10月份的国家预算（APBN）
赤字达到169.5兆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1%
。赤字仍然低于2022年第98号总统令中规定的占国内生
产总值4.5%的国家预算赤字目标，”

此前，截至2022年9月，国家预算连续9个月出现
盈余。据财政部长说，10月份的赤字仍维持在原来水
平，这表明国家预算作为减震器的作用已变得更加理
想。财长说：“财政纪律须继续保持，以维持国家预
算的绩效和信誉。国家预算将始终存在于社区中，以
预测和缓解明年的压力和风险。”

国家预算实现报告还显示，2022年10月非部委/机
构支出大幅增加。主要用于能源补贴和补偿的支出。

财政部长说：“2022年10月实现的能源补偿为268
兆盾，实现的能源补贴为184.5兆盾。实现能源补贴
的规模受到补贴商品分销数量增加以及燃油和液化石
油气价格上涨的影响。” 

丝莉还表示，一些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冲突、高通
胀和货币紧缩仍在继续。这三个因素有可能造成经济
压力，从而影响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

直到2022年第三季度，在家庭消费增长的支持
下，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以5.72%的速度强劲增长。
据财长介绍，中上阶层已经开始消费，这显示出他们
对国内经济状况的信心。

政府税收收入增加，到2022年10月达到1448.2兆
盾，占目标总额的97.5%。这增强了政府对今年税收
收入超过既定目标的信心。

引用APBN KITA数据，截至2022年10月，实现的
非石油和天然气所得税(PPh)达到784.4兆盾，或已经
达到国家预算目标的104.7%。累计67.9兆盾的石油
和天然气所得税已经超过了105.1%的目标。增值税
(PPN)和奢侈品销售税(PPnBM)的实现为596.7兆盾，
达到国家预算目标的89.2%。

此外，土地和建筑税(PBB)收入和其他税收的实现
记录为26兆盾或目标的80.6%。丝莉称：“从税收收
入来看，我们可以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
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活动正在复苏。另一方面是由于大
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我们也看到经济增长已经开始
均匀分布在各个部门和地区。”

2022年第四季度初税收收入的优异表现，仍然受
到商品价格上涨趋势的影响。经济扩张和税法协调法 
(HPP) 的实施也为税收表现提供了支持。

我们了解到，尽管国家收入已有所增加，但赤字仍
继续出现。直到现在，政府还在发放各种社会救助，
此外还要补贴燃油销售。这将真正帮助数千万受病毒
大流行影响的人们。但是，我们也需要提醒政府继续
完善有关社会救助和其他各种救助对象的数据，以免
出现重叠和误导。

在一些地区，搞错对象的案例太多了，有权领取的
人没有被记录下来，相反，经济能力较强的民众被记
录为受益人。这是数据没有同步的缘故，因为部门利
己主义，每个政府机构都独立工作，没有整合起来。

除了数据的混乱，我们还需要提醒，在疫情期间，
政府的预算是多么容易出现违规行为。我们要强调佐
科威总统的主张，即经济复苏计划应以审慎、透明、
负责任的方式进行，设法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我们还同意总统的观点，即最高检察院、金融和
发展监督机构（BPKP）、政府货物/服务采购政策局
（LKPP）等执法官员从一开始就提供协助。肃清贪污
委员会（肃贪会，KPK）也必须参与进来，以加强防
范、监督和执法系统，打击违规行为。

佐 科 威 总 统 周 一
（1 1月 2 8日）在雅京
总统办公室召开与评估
G20峰会执行情况有关
的局部会议时说，这确
实是必须立即跟进的最
重要事情，即成立特
别工作组以完成这些协
议。

总统说，从1 1月中
旬G20系列峰会实施以
来，共有226个总价值
2 3 8 0亿美元的多边项
目，以及双边项目140
个，价值714亿美元。
总统表示，必须确保所
有项目、计划和倡议都
能迅速执行。

在G20系列峰会期间
的商业20（Business 20
简称B20）峰会，佐科
威总统看到各国对印
尼的投资兴趣和需求很
大。总统希望G20代表

佐科威总统要求成立专责工作组

跟进G20系列峰会达成的多边和双边协议

周一（11月28日）中午，佐科威总统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主持评估G20峰会执行情况
局部会议。

【安塔拉通讯社】佐科威总统命令相关部长成立特别/专责工作组，以跟进2022年

11月在巴厘岛举行G20系列峰会期间达成的多边和双边协议。

团的投资意向能够在印尼
得到包容和实现。

总统说，我看到，例
如美国政府通过全球基础
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方
案，预备6000亿美元。
然后通过公正能源转型伙
伴关系（JETP）方案开发

电动汽车，预备了200亿
美元用于投资。

此 外 ， 日 本 、 英 国
和韩国也对雅加达地铁
（MRT）项目作出投资承
诺。还有，与土耳其合作
建设跨苏门答腊收费公路
等。

因 此 ， 佐 科 威 总 统
说，需要成立特别工作组
或专责工作组。例如，谁
负责跟进美国、阿联酋，
谁负责跟进韩国、日本、
中国等的投资项目，以便
一切都可以详细跟进在巴
厘岛达成的协议。（pl）

【内阁秘书处网站】
佐科威总统周一（11月28
日）上午在雅京总统府前

院接见参加2022年第11届
东盟残运会（ASEAN Para 
Games）的运动员，并同

时颁发奖金。值此之际，
总统对印尼代表团在东盟
国际体育赛事取得的成绩
表示赞赏。

佐科威总统说，“获得
的奖牌共有425枚，其中包
括175枚金牌，144枚银牌
和106枚铜牌。425枚奖牌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

总统说，政府以总计

30 9 0亿盾的奖金形式颁
发给在多项体育赛事表现
出色的残疾运动员以表赞
赏。总统表示，印度尼西
亚运动员在梭罗市举行的

第1 1届东盟残运会取得
的成就令人自豪并鼓舞人
心。总统希望印度尼西亚
代表团在第11届东盟残运
会所取得的总冠军成就能
够在下一届比赛中继续保
持。

值此之际，佐科威总统
象征性地向获奖运动员代
表移交赞赏奖金，即：

1. 盲人象棋金牌获奖运
动员代表Wilma Margaretha 
Sinaga（5亿盾）；

2. 羽毛球双打金牌获
奖运动员代表Subhan（4亿
盾）；

3 . 坐 式 排 球 团 队
金 牌 获 奖 运 动 员 代 表
Sudartatik（3.5亿盾）；

4 .轮椅网球单打银牌
获 奖 运 动 员 代 表 N d a r u 
Patma（3亿盾）；

5. 室外地滚球（boc-
cia）双人银牌获奖运动员
代表Wening Purbawati（2.4

亿盾）；
6 . 足 球 团 体 银 牌 获

奖 运 动 员 代 表 Y a h y a 
Muhaimi（2.1亿盾）；

7.射箭单人铜牌获奖运
动员代表Kholidin（1.5亿
盾）；

8 . 乒 乓 球 双 人 铜 牌
获奖运动员代表O s r i t a 
Muslim（1.2亿盾）；

9 . 轮 椅 篮 球 团 队 铜
牌获奖运动员代表D a n u 
Kuswantoro（1.05亿盾）。

与此同时，青年与体育
部长柴努丁.阿马利（Zai-

nudin Amali）在报告中说，
东盟残运会成为一种鼓励
平等、包容和生产力精神
的动力。其中一种平等的
形式是授予与东南亚运动
会/东运会（SEA Games）
运动员相同的奖金。

出席活动的还有国务秘
书部长普拉蒂克诺（Pra-
tikno）、全国残奥委员会
（NPC）主席森尼.马本
（Senny Marbun）和第11
届东盟残运会印尼代表团
团长安迪.赫尔曼（And i 
Herman）。（pl）

佐科威总统在雅京总统府

为东盟残运会表现出色运动员颁发奖金

【安达拉新闻网】海
军参谋长尤多•马戈诺
（Yudo Margono）海军上将
于周一（11月28日）在海
军ALUGORO-405潜艇上授
予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
尼（Puan Maharani）Brevet 
Hiu Kencana荣誉勋章，除了
国会议长以外，还有授予陆
军参谋长杜东•阿卜杜拉赫
曼（Dudung Abdurachman）
陆军上将、国家警察总长
李斯蒂奥·西吉特（Listyo 

Sigit Prabowo）警察上将、
财政稽查署（BPK）第一委
员Nyoman Adhi Suryadyana
和空军参谋长Fadjar Prase-
tyo空军上将和海军副参谋
长Ahmadi Heri Purwono海军
中将Brevet Hiu Kencana荣誉
勋章。

6名国家官员荣获Brevet 
Hiu Kencana荣誉勋章，这
意味着他们都成为海军Hiu 
Kencana的一部分。授予荣
誉勋章前，6名国家官员乘

坐海军ALUGORO-405潜艇
在雅加达海湾巡逻。

尤多海军上将表示，通
过把Brevet Hiu Kencana荣誉
勋章授予国会议长、国家警
察总长、陆军参谋长和财政
稽查署领导层亦可作为海军
的尊重和赞赏。原则上，海
军授予他们Brevet Hiu Ken-
cana荣誉勋章是经过深入的
考虑才能获得的荣誉。

 授予Brevet Hiu Kencana
荣誉勋章作为海军对已为

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官
员、国军、警察、所有国家
人物和社区民众的尊重和赞
赏，尤其对海军潜艇的发
展。Brevet Hiu Kencana荣誉
勋章被视为作为潜水员专业
精神的象征认可，包括在作
战技术的能力。

海军此前授予人民协
商会议长班邦·苏萨迪奥
（Bambang Soesatyo）、已
故发挥公务员效能与官僚
改革部部长（MenPAN RB）

扎赫约·库莫罗（Tj a h-
jo Kumolo）、外交部长
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P Marsudi）、原海事与
渔业部（KKP）部长苏西
（Susi Pudjiastuti）和交通
部长布迪·卡利亚·苏玛迪
（Budi Karya Sumadi）Bre-
vet Hiu Kencana荣誉勋章。

布安于昨日在潜艇上向
尤多海军上将对获得荣誉
表示感谢。虽然这艘海军
ALUGORO-405潜艇空间

非常小，但是布安感觉在
潜艇上非常方便。因此，
布安非常荣幸可以直接乘
坐这艘海军ALUGORO-405
潜艇。据悉，这艘海军潜
艇是我国与韩国合作生产
的。

此前报道，现任国军
总司令安迪卡·珀卡萨
（Andika Perkasa）陆军上
将任期将于12月结束，尤多
海军上将被视为符合接任国
军总司令职位。（yus）

【安达拉新闻网】佐科
威总统夫人伊莉雅娜（Iri-
ana Joko Widodo）于11月
28日在雅加达马腰兰国际
展览中心（JCC）为2022
年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
（TP PKK）全国会议主持
开幕仪式。伊莉雅娜在致
辞表示，通过这次会议可
以实现目标的方案，致使
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的工
作计划更加发展，并对社
区民众带来积极的成果。

“这次全国会议对于调
整目标方案和实现赋权与
家庭福利小组制定的工作
目标非常重要，致使这小
组可以为国家和民众带来
积极的影响。”伊莉雅娜
如斯说道。

伊莉雅娜评价，应对

粮食危机的问题，赋权与
家庭福利小组可以实施几
个工作计划，其中社区民

众一同开展植树活动。因
此，通过植树活动可以为
家人带来许多的好处。伊

莉雅娜冀望，赋权与家庭
福利小组成员可以在各地
区视察几个工作计划。

同时，伊莉雅娜要求
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成员
确保家人的粮食保障和健
康，提高自己的体力，其
中照常运动和保持健康的
饮食。此外，伊莉雅娜也
要求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
成员加强邻里团结，建立
良好的邻里关系。

伊莉雅娜在这次会议中促
进中小微型企业（UMKM）和
家庭工业以提高家人的粮食
保障。此外，伊莉雅娜要求
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成员提
升家人的数字素养。通过此
次会议可以产生好的想法以
提高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的
发展。（yus）

工人们于周一（11月28日）在雅加达史纳延议会大楼
完成国会（DPR）大楼圆顶或屋顶的翻修工程。国会
拨款45亿盾用于维修该建筑物。（pl）

国会大楼翻修耗资45亿盾 总统夫人为2022年TP PKK全国会议主持开幕式

佐科威总统夫人伊莉雅娜于11月28日出席在雅加达马腰兰
国际展览中心（JCC）举行的2022年赋权与家庭福利小组
全国会议。

海军参谋长授予布安Brevet Hiu Kencana荣誉勋章

佐科威总统在国务秘书部长和青年与体育部长的陪同下，在雅京总统府向2022年东盟残
运会运动员颁发奖金后与运动员和官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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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银行 (BCA) 一直支持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所做的
努力。其中之一是通过旅游村发展计划和赋予中小微
企业权力。希望通过旅游村项目，带动社区为游客打
造优质的旅游村生态系统。图为左至右，周一（28/11
）Bilebante旅游村创始人Zaenab, BCA秘书处和企业通
讯部执行副总裁Hera F. Haryn, BCA Cakranegara分行
行长Indrawanto Sahama与 营销沟通董事副总经理Susanti 
Nurmalawati在西努省（NTB）龙目县参观Bilebante旅游村
的微中小微型企业(UMKM)时交谈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BCA支持Bilebante旅游村发展纲领

工业部秘书长 D o d y 
Widodo在西爪省发布声
明中说：“欢迎并赞赏
印尼Heinz ABC公司继续
投资和发展饮食产品业
务，该投资额将用于扩
建和现代化工厂。”

投资额增加后，印尼
Heinz ABC公司在卡拉王
工厂的总投资价值达到
1.9兆盾，或在我国的总
投资额达到2.7兆盾。

这 家 成 立 4 7 年 前 的
公司也将把产能，从以
前的每年只有1.55亿公
升，增至每年4.25亿公
升，目标市场是国内市
场，及60个出口目的地
国家。

他 续 说 ， 此 次 额 外
投资对于振兴国家经济
是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向中小微型企业、合作
社，及其它辅助业务提
供就业、机会和福利来
共同发展。

“为此，我希望印尼
Heinz ABC公司，特别是
卡拉王工厂将保持他们
的承诺并向合作伙伴提
供指导，以便在各方之

间建立互利关系，”他
阐述。

与此同时，Kraft Heinz
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董
事总经理Steven Debra-
bande re说道，工厂的发
展包括在生产的各个阶
段应用现代技术和自动
化系统。

此外，可持续制造实
践的应用也将支持Kra f t 
Heinz到2050年实现净零
目标。

“今天，我们再次为
印尼Heinz ABC公司创造
了另一个重要的历史。
卡拉王工厂的发展和现
代化将进一步为公司在
国内和全球继续发展和
加速ABC品牌的发展的铺
平道路，”他称。

总的来说，上述发展
将使印尼Heinz ABC公
司在卡拉王的工厂成为
国际标准的环保工厂之
一，并使我国成为Kra f t 
He inz在亚洲增长的推动
力。

The Kraft Heinz公司国
际业务主任Inako Balduz
声称，亚洲市场对Kra f t 

He inz在全球的增长战略
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
处于中心位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饮食公司之一，我们通
过技术创新不断转型为
龙头企业，并我们专注
于把我国和ABC品牌带入
其中，”他补充称。

Kraft Heinz印尼-巴
布亚新几内亚运营主任
Prasetyo Kismono称，我
们的公司承诺可持续发
展所有业务。

“通过煤炭改用稻壳
做锅炉，我们已经减少
了高达60%的排放量。
我们还安装了太阳能电
池 板 ， 能 够 产 生 高 达
1 0 0%的电力需求（白
天），容量为高大3.2兆
瓦，”他续称。

作为水资源管理的一

部分，位于卡拉王的印
尼 Heinz ABC工厂配备
了一个全新的全自动废
水处理厂，该工厂可以
通过反渗透技术回收高
达 70% 的生产后水以供
再利用，并产生 250废
水处理厂产生的甲烷气
体产生的千瓦电力。

众所周知，印尼Heinz 
ABC公司在我国，即东爪
省Pasuruan地区和西爪省
卡拉王地区具有两座工
厂。卡拉王工厂位于西
爪省卡拉王东部Klari镇，
成立于1994年。

现今占地18.9公顷的
工厂生产254个库存单位
（SKU）产品，包括ABC
酱油、ABC辣椒酱、ABC
糖浆，以及Mr Jussie品
牌的包装饮料产品和ABC
豆浆。(vn)

工业部赞赏饮食品生产商

投资1.2兆盾扩建和现代化卡拉璜工厂
【安塔拉社西爪省讯】工业部对饮食

品生产商—印尼Heinz ABC公司为其在

Karawang工厂的扩建和现代化项目，投资

1.2兆盾表示赞赏。

图示印尼Heinz ABC公司在西爪省卡拉璜举行的工厂扩建
落成典礼。

【安塔拉社肯达里】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
胡特·班查伊丹（Lu h u t 
Binsar Pandjaitan）主持淡
水河谷印尼公司（PT Vale 
Indonesia Tbk ）与华友
钴业（Zhejiang Huayou 
Cobalt Co., Ltd）在东
南苏省科拉卡（Kolaka）
县 P o m a l a a 湿法冶炼厂
（HPAL）建设工程奠基仪
式。

该冶炼厂将由K o l a k a 
Nickel Indonesia公司
（KNI）运营，而冶炼厂机
械设备安装预计2025年底
完成。

根据东南苏省省长发
言人伊利哈姆（Ilham Q. 
Moeh idd i n）于28日在肯
达里发布的书面声明中，
湿法冶炼厂建设工程奠基
仪式于2 7日（周日）在
Pomalaa区块举行。海事与
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称，
此举是政府支持镍矿下游
产业发展的一种形式。

“这个项目必须成功，
因为这个项目是构建一个
生态系统，而不是在构建
一个项目。政府想建立一
个生态系统来生产锂电

池，以后可以用来满足电
动汽车等的需求，”鲁胡
特说。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
胡特称，这条镍HPAL湿法
冶炼产线生产规模是世界
最大的。

与此同时，V a l e印尼
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布莉
亚妮·艾迪（F e b r i a n y 
Eddy）解释，这条镍HPAL
湿法冶炼产线每年生产 12
万吨镍和 15000吨钴。

“该项目已进入国家战
略项目。投资价值达 67.5
兆盾，这是生产规模最大
的湿法冶炼厂，”她说。

通过使用华友提供的
HPAL技术，费布莉亚妮
确保Vale印尼公司的所有
运营活动都是负责任的投
资，并坚持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并将逐步外包给印
尼工人。

她还表示，公司将继
续成为当地社区的合作伙
伴，并确保经济、生态和
社会影响的平衡。 费布莉
亚妮还希望，HPAL湿法冶
炼厂建设工程、冶炼厂运
营和采矿活动期间将吸纳
约12500名工人。(er)

【安塔拉社坤甸讯】
东盟东部增长区部长级会
议（ BIMP-EAGA）商务
委员会（BE BC）印尼代
表发言人萨伊德·伊尔宛
（Sayid Irwan）表示，努
山达拉新首府(IKN）将吸
引参与东盟东部增长区的
国家，即汶莱、印尼、马
来西亚、菲律宾的私营部
门投资。

他在坤甸举行的20 2 2
年BIMP-EAGA一系列活动
时举办BEBC董事会会议后
说道：“通过新首府将前
往加里曼丹岛，将使该地

区成为非常有吸引力的地
区。这是一种新的能源，
对在加里曼丹的朋友来说
成为一种吸引力。”

他续说，新首府迁移到
东加省，也会对整个建立
曼丹岛，包括砂拉越沙巴
州的邻国产生影响。

“虽然首都位于东加
省，但对中加省、南加
省、西加省，及北加省也
产生影响，包括我们与沙
巴砂拉越的朋友建立的业
务，他们都想参与投资以
支持国家新的首都，”他
阐述。

使用绿色环境的国家
首府将成为主要吸引力。
这是因为欧盟没有像国家
新首府这样的一些大型项
目，他们仅专注于绿色环
境。

“带有绿色概念的国家
新首府是一个机会，我们
也可以适应绿色环境，”
他这么说。

除此之外，他称，IKN
的发展具有优先权，这当
然将由当地人进行，但若
当地人没有人力资源和财
务能力，在BIMP-EAGA的
国家将支持他们。

他还说道，在建设IKN
中肯定将需要庞大的供
应链，如沙子、石头，
及 水 泥 。 在 那 种 情 况
下，Sabah Sarawak地区
以采石场的形式提供这种
发展的需求，该以采石场
在加里曼丹可能无法获
得。

“对水泥的需求可能
将由当地居民满足，但加
里曼丹能满足对采石场的
需求吗？这就是为什么在
Saba h的朋友都提出将满
足对采石场的需求，”他
说。(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建筑企业W a s k i t a 
Karya（Persero）Tbk 透
露，将于2022年12月初发
行新股的计划将获得政府
的支持。

Waskita Karya公司总
裁德斯迪亚宛（Destiawan 
Soewardjono）称，发行新
股是公司自2021年以来成
功实施八项财务重组后进
行的，而政府将再次以国
家资本投资（PMN）的形
式注资3兆盾，用于完成
几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23日，德斯迪亚宛在雅
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表
示：“这份信任是政府全
力支持Wask i t a在加速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计
划。”

Waskita 将继续专注于
通过开展企业行动来提高
财务和运营绩效。其中之
一是收到国家资本投资并
于2022年发行新股。公司
通过发行新股所募集的资
金达预计达3.98兆盾。

“ 此 次 发 行 新 股 是
通过维持的资本，增加 
Waskita资本的企业行动。
通过 PMN 获得额外资本
后，Waskita 的发行新股
也是一个步骤，使未稀释
的公众股份比例达2 3%
，”德斯迪亚宛说。

据他介绍，这是现有公
众股东参与Waskita新股发
行的好机会，因为政府作为
最大股东对其业绩充满信
心，并通过追加3兆盾的额
外资本全力支持Waskita。

Wask i t a公司发行新股
的价格将由国营企业部长
艾立克（Erick Thohir）
，在获得国营企业部私有
化小组和联合牵头安排人
（JLA）的提议后确定。

“发行新股的一系列
获得将在2022年完成。此
外，2023年公司将重点完
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加
快推进国家首都建设项目
等其他国家战略项目，以
及增加新合同价值，”德
斯迪亚宛说。(er)

【安塔拉社坤甸讯】我
国驻文莱大使苏加特米科
（Sujatmiko）鼓励西加省
最大限度地向文莱和马来
西亚等许多邻国出口当地 
中小微型企业的产品。

2 4日，苏加特米科大
使在坤甸市与西加省省长
苏达米吉（Suta rm id j i）
及其内阁成员进行会晤后
说：“我今天与古晋总领
事一起来访西加省的目的
是帮助当地政府建立经济
合作，特别是将当地中小
微型企业的产品等当地优
质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和
文莱。”

苏加特米科称，会议期

间，我国驻文莱大使馆代
表确定了有潜力出口到文
莱和马来西亚的西加省产
品。

大使认为，陆海空连通
性因素是开发这种出口潜
力的三个重要指标。

“出于这个原因，我
们鼓励所有相关方能够
根据清晰的数据映射存
在的问题，以便解决任
何存在的问题并帮助改
善区域经济，”苏加特
米科说。

同一场合，西加省省长
苏达米吉称，在会议上，
省政府传达了西加省既有
的各种潜力，包括有潜力

出口到国外的中小微型企
业产品。

“西加里曼丹的商品
要出口，当然要有市场，

所以希望印尼驻斯里巴加
湾大使和马来西亚总领
事帮忙寻找市场，”省长
说。(er)

鲁胡特主持东南苏省

Pomalaa湿法冶炼厂建设工程奠基仪式

27日，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Luhut Binsar Pandjaitan主持Pomalaa
湿法冶炼厂（HPAL）建设工程奠基仪式。

今年12月发行新股计划

Waskita称已获得政府支持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表示，纸浆和造纸
行业日益活跃，使我国在
世界纸浆工业中排名第八
位，及在世界造纸工业中
排名第六位。

工 业 部 农 业 产 业 总
局代理局长普杜·朱利
（Putu Ju l i Ard ika）在

雅加达对记者表示：“
现今我国纸浆工业的生
产 量 每 年 达 到 1 2 1 3 万
吨，使我国位居世界第
八位。同时，造纸工业
的生产量每年达到18 2 6
万吨，使我国位居世界
第六位。”

他说道，现今国内有

111家纸浆造纸企业，吸
纳16 . 1万名直接工人，
及120万名间接工人。

“在20 2 1年期间，纸
浆和造纸行业的出口业
绩达到7 5亿美元，对非
油气出口做出6. 2 2%贡
献，对非油气加工业国
内生产总值做出3. 8 4%

的贡献，”他阐述。
现今纸浆造纸行业还

有明朗前景，因为其需
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
必须增加高附加值产品
的多元化，如把溶解浆
加工成粘胶人造丝作为
原材料用于纺织工业和
纺织产品。 (vn)

努山达拉新首府将吸引参与BIMP-EAGA国家投资

工业部表示制浆造纸行业日益活跃

我国大使鼓励西加省中小微型企业将产品出口到文莱和大马

图示：2022年7月24日在西加省坤甸市Ayani购物中心举行
的西加省中小微型企业产品展会上，参观者观察达雅克
族雕刻。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电公司总裁达尔玛宛
（Darmawan Prasodjo）
称，在300兆盾的总预算
中，国电斥资了大约 200
兆盾来购买国产产品。

达尔玛宛于2 3日在雅
加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0 2 2年国电国产化行动
（Locomotion）展会开幕
式上致辞时表示：“每年
公司斥资了300兆盾，其
中200兆盾用于购买国内

工业企业的产品。”
他说，生态系统中有超

过400万工人，所以影响
可不是闹着玩的。

达尔玛宛还向出席展
会开幕式的国内企业家，
包括国电的组件供应商保
证，需求的增加表明行业
正开始从新冠疫情大流行
的影响中复苏。

“国电的组件供应商伙
伴此前的订单略有减少，
希望需求会开始上升。需

求甚至出现了意想不到的
增长，”他补充道。

随着国内建有了制造
厂，在国电的采购系统中
将取消必须进口的部件，
并用国产部件代替。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有
利于协作和创新的生态系
统，”他说。

截至2022年9月30日，
国电公司的国产化率达
48.8%，超过今年原定的
42%指标。

同一场合，经济统筹
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 r t a r t o）表达了政府对
国电在鼓励国民工业参与
国电电力生态系统的支
持。

“尤其是在这种不确定
的全球形势下，为鼓励进
口替代型产业的参与斥资
300兆盾是一个大数字。
不确定性可以被替代，或
者国存有确定性缓冲，”
艾尔朗卡说。(er)

国电每年斥资大约 200兆盾购买国内企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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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11月28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7017.36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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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11月28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415.000	盾卖出	 4.67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830.000	盾卖出		 9.28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8162.83		 跌	 120.20

韩国综合	 2408.27		 跌	 29.59

香港恒生	 17297.94		 跌	 275.64

上海综合	 3078.55		 跌	 23.14

欧股

英国FTSE	 7455.80		 跌	 30.87

德国DAX	 14417.43		 跌	 123.95

法国CAC	 6657.51		 跌	 54.97

荷兰AEX	 716.58		 跌	 6.35

Http://tw.stock.yahoo.com	28/11/2022	18:11

美股

道琼工业	 34347.03		 涨	 152.97

那斯达克	 11226.36		 跌	 58.96

S&P	500	 4026.12		 跌	 1.14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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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8日

	 1	 UNIC	 10700	 10200	 -500	 -4.67%	 10700	 108762
	 2	 IBST	 6550	 6175	 -375	 -5.73%	 900	 5657
	 3	 MDKA	 4380	 4090	 -290	 -6.62%	 131222400	 539490402
	 4	 ARTO	 5100	 4820	 -280	 -5.49%	 12026800	 59257374
	 5	 STTP	 7750	 7575	 -175	 -2.26%	 500	 3787
	 6	 MAPA	 4130	 3980	 -150	 -3.63%	 1385300	 5543396
	 7	 BLTZ	 1935	 1805	 -130	 -6.72%	 300	 547
	 8	 ISAT	 6050	 5925	 -125	 -2.07%	 4666600	 27860920
	 9	 PNBN	 2020	 1895	 -125	 -6.19%	 16981500	 32840330
	10	 MAPB	 1890	 1780	 -110	 -5.82%	 21000	 37425

	 1	 BYAN	 91450	 93150	 1700	 1.86%	 11300	 1056100
	 2	 AMFG	 5775	 6250	 475	 8.23%	 576600	 3487220
	 3	 TCID	 6000	 6450	 450	 7.50%	 41700	 271295
	 4	 TCPI	 9825	 10275	 450	 4.58%	 22795700	 217242842
	 5	 MCAS	 7500	 7800	 300	 4.00%	 231500	 1757082
	 6	 GGRM	 21450	 21700	 250	 1.17%	 1246700	 26720250
	 7	 ABMM	 3470	 3680	 210	 6.05%	 4021600	 14493958
	 8	 ENAK	 1740	 1895	 155	 8.91%	 11691900	 20514209
	 9	 ADES	 7950	 8100	 150	 1.89%	 339400	 2765387
	10	 NFCX	 8650	 8800	 150	 1.73%	 191200	 1668052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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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3.25	 10613.25	 0.00	 0.00	
CNY	 2159.4	 2214.4	 2154.4	 2219.4	
EUR	 16164.65	 16504.65	 0.00	 0.00	 	
GBP	 18786.62	 19186.62	 0.00	 0.00	 	
HKD	 1994.11	 2036.11	 1990.11	 2041.11	
JPY	 112.27	 115.27	 0.00	 0.00	 	
MOP	 0.00	 0.00	 1897.55	 2009.55	
SGD	 11306.12	 11526.12	 0.00	 0.00	 	
USD	 15520	 15920	 15515	 15925

Date:2022.11.28
Time:	15:20:13

金融服务管理局周
一（28/1 1）在雅加
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
表示，当前全球经济
不确定性仍然很高，
主要是由于美国中央
银行美联储全球经济
政策正常化、地缘政
治状况不明朗以及高
通胀率。

正如各国际机构所

预测的那样，未来世
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
可避免的。

另 一 方 面 ， 随 着
冠状病毒疫情得到更
好控制和人们经济活
动的正常化，国民经
济继续复苏。印尼的
大部分部门和行业都
恢 复 了 强 劲 增 长 。
但是，根据金融服务

管理局进行的深入分
析，由于COV I D- 1 9	
大流行的长期影响（
疤痕效应/ s c a r r i n g	
e f f e c t )，发现了一些
例外情况。

对于这些发展，并
为响应	2023	年	3	月
贷款或融资重组政策
的结束，金融服务管
理局采取一项政策，
支持某些（目标）细
分市场、部门、行业
和地区需要贷款重组
期 或 额 外 融 资 的 一
个年至202 4年3月31	
日。

所 讨 论 的 细 分 市
场是涵盖所有行业的
中小微型企业细分市

场。而在部门方面，
即住宿和食品和饮料
供应部门。接下来是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
几个行业，即纺织和
纺织产品（TPT）行业
和制鞋业。

该政策以综合方式
执行，适用于银行业
和融资行业。

同时，在	 COVID-
19	 大流行背景下现
有的综合贷款或融资
重组政策仍将有效至	
2023年3月。仍然需要
该政策的金融服务机
构	(LJK)	和商业参与
者可以使用该政策，
直到2023	 年	 3	 月，
并将一直有效，直到

金融服务机构与债务
人之间的贷款或融资
协议结束。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将继续监测全球经济
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包括中介
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
性。对此，金融服务
管理局继续要求金融
服务机构准备足够的
缓冲，以减轻可能出
现的风险。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还 将 在 优 先 考 虑 金
融 体 系 稳 定 和 保 持
国 民 经 济 复 苏 势 头
的 同 时 ， 对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做 出 相 应 的
反应。（asp）

OJK 延长贷款重组政策至2024年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金融服务

管理局	(OJK)	将贷款和融资重组政

策延长至	 2024	 年，该政策将以“

有针对性”和部门性的方式实施，

以克服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

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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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57

	 	

AUD	 10526.14	 10635.08

CNY	 2177.33	 2199.58

EUR	 16230.40	 16395.09

GBP	 18851.02	 19046.77

HKD	 1996.42	 2016.51

JPY	 112.31	 113.45

SGD	 11347.84	 11466.06

USD	 15589.66	 15746.34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654.50	 15804.50	

新币	 SGD	 11343.16	 11463.16	

港币	 HKD	 1993.40	 2033.40	

日元	 JPY	 111.57	 115.17	

欧元	 EUR	 16143.74	 16403.74	

澳元	 AUD	 10374.73	 10614.73	

英镑	 GBP	 18825.74	 19025.74	

人民币	 CNY	 2151.83	 2201.83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November	28.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182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7.214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本报讯】周一（1 1月 2 8日）
综合股价指数（综指/ I H S G ）收
盘下落。早盘结束时，综指下落
15. 8 8 6点或-0.2 3%至703 4 . 2 6 4
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落35.79
点或-0 . 5 1%，报收于70 1 7 . 3 5 8
点 。 L Q - 4 5 指 数 下 落 4 . 9 8 点
或-0.5%，报996.759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日本指数下
落120.20点或-0.42%，报28162.83
；香港指数下落275.64点或-1.57%
，报17297.94；上海指数下落23.14
点或-0.75%，报3078.55；海峡时
报指数下落4.49点或-0.14%，报
3240.49。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
的交易总共发129万4205次，有216
亿6441万1791份股票易手，总值12兆
3203亿9387万零689盾。涨价的股有
203种，落价的股有338种，282种持
平。外资净购4281亿2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YAN（Bayan
能源公司股）涨价1 7 0 0盾，现价
9万 3 1 5 0盾；AM F G（A s a h i m a s
股 ） 涨 价 4 7 5 盾 ， 现 价 6 2 5 0
盾；TCID（Mandom	 Indone-
s i a 股 ） 涨 价 4 5 0 盾 ， 现 价 6 4 5 0
盾；TCPI（Transcoal	 Pacific股）涨
价450盾，现价1027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UNIC（Unggu l	
Indah	 Cahaya股）落价500盾，现价
10200盾；IBST（Inti	 Bangun	 Se-
j a h t e r a股）落价375盾，现价6175
盾；MDKA（Me r d e k a股）落价290
盾，现价4090盾；ARTO（Jago银行
股）落价280盾，现价4820盾。

盾币贬值49盾
周一，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15722盾中间
价结束，比先前价值15673盾，盾币
贬值49盾。（asp）

综指下落35点至7017.358点

1美元兑15722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 J K）资本市场监
管执行负责人伊纳尔
诺（Inarno	 Dja jad i）	
表示，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综合股
价指数	 (IHSG)	 今年
迄今增长6. 8 2%，成
为涨幅最高的股票价
格指数东南亚国家联
盟	(ASEAN)	成员。

伊 纳 尔 诺 周 一
（28/11）在雅加达与

国会（DPR）第十一委
员会的联合工作会议
上说：“迄今为止，
综 合 股 价 指 数 仍 以	
6.82%	 的速度增长，
排名第7,030	 位，市
值为	9,451	兆盾。作
为信息，综合股价指
数的增长目前仍然是
东盟最高的”。

他说，综合股价指数
增长仍高于新加坡股价
指数，后者上涨	4.35%
，泰国下跌	2.55%，马

来西亚下跌	8.05%，越
南下跌	36.45%。

同时，资本市场投
资者数量也同比增长
9.34%，达到1010万
投资者。

截至2022年11月22
日，资本市场的公开
发行价值达到	 216.2
兆 盾 ， 5 7 家 新 发 行
人 的 公 开 发 行 价 值	
21.46	兆盾。

他补充说：“与此
同时，通过证券众筹

【 B i s n i s . c o m 雅 加 达
讯】印尼联合融资金融科技
协会	 (AFPI)	 指出，截至
2022年9月份金融科技贷款
部门拥有的不良贷款	(NPL)	
比率或超过9 0天的违约率	
(TWP90)	 处于	 3.07%的
水平。	

不良贷款率高于2022年8
月的2.89%。	

印尼联合融资金融科技
协会秘书长	Sunu	Widyat-
moko	 表示，至今，103个
成员中有5个在运行先买后
付	 (BNPL)	 服务。同时，
这项业务被列为多用途贷
款。	

Sunu	 周四（24/11）对
记者说：“该协会及其成员

始终努力通过多种努力保持
金融科技借贷行业的贷款质
量”。	

其中一项工作是通过与
电子了解你的客户	 (e-
KYC)	服务提供商和数字签
名提供商等支持生态系统的
合作来实现的。	

此外，Sunu	 解释说，该
协会也有一个金融科技数据
中心（FDC），这是一个参
考，以防止过度资金发生欺
诈，从而保持贷款质量和不
良贷款数量。	

他说：“截至2022年	 9
月 ， 融 资 金 融 科 技 领 域
的 不 良 贷 款 或 T W P 9 0 为	
3.07%”。	

Sunu	 表示，在线贷款产

品的兴起，或者更广为人
知的是每个行业的多家金
融服务机构提供的先买后付	
(BNPL)	 产品，都有自己的
规避风险的规定。	

这是因为BN P L业务并没
有专门规范这项业务。	

他说：“法规仅针对每
个部门，例如多金融。然后
对多金融中	 BNPL	 产品的
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但并未
具体监管	BNPL。”	

根据每个金融服务部门
的规定，Sunu	 认为这足以
对	BNPL	业务进行监管。	

他 解 释 说 ： “ 因
此，BNPL	 业务经营者必须
遵守适用于其行业的规则”
。（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表示

综合股价指数增长率在东盟最高

截至2022年9月30日，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Panin Dai-ichi Life）的传统资产总
额达9.1兆盾，偿付能力水平为1516.10%，远远高于金融服务管理局（OJK）
的规定。图为周日（27/11），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业务发展总监Andika（左
二）、Selamat Sukses Abadi总代理业主代理Robin（左）、代理总经理Rony Sis-
wanto（右）在北苏门答腊棉兰市，象征性地向客户继承人代表提交死亡索
赔总价值 32 亿盾。该索赔是通过代理渠道销售的 Premier Multilinked Assurance 
产品的利益之一。（商报/Hermawan摄）

保险索赔支付

截至 2022年9月 

金融科技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3.07%

（SCF）为中小企业筹
集的资金达到	6613	亿
盾，由314家出版商筹
集，涉及11个	 SCF	 组
织者”。

2 0 2 2 年 下 半 年 ，
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
资本市场相关金融服
务 管 理 局 条 例 3 份 、
金融服务管理局通函
4份，提供许可5 1 8 6
份，技术监督检查84
次，资本市场知识和
政策宣导活动61次。

2 0 2 3 年 金 融 服 务
管理局将继续支持《
金融业发展壮大法草
案》（P2SK）及其衍

生品法规的编制，修
订金融服务管理局保
证金交易条例，准备
与流动性提供者相关
的条例（POJK），发
行参与函形式的夏利
亚资产支持证券。

此 外 ， 金 融 服 务
管理局还将颁布与环
境友好型投资产品信
息披露相关的法规，
颁布与碳交易相关的
P O J K ， 完 善 投 资 经
理许可法规，并将投
资者保护资金的规则
更改为涵盖共同基金
证券和	 SCF	 服务。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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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止 2 0 2 2 年 第 3
季，Asahimas Flat Glass
公司成功获取令人相当
满意的业绩，该公司的
净销售同比（yoy）增长
18.68%成为4.13兆盾，
净利同比也飙升176.82%
成为5393.9亿盾。

日前，Asahimas Flat 
G l a s s 公司经理穆哈玛
徳.亚敏（Mohamad Am-
ien） 称，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未来的业绩提
高潜力仍大开着，机动
车业领域的高需求成为
其支撑因素之一。

截 止 2 0 2 2 年 第 3
季，Asahimas Flat Glass
公司的机动车玻璃销售
占该公司净销售总数的
29%，机动车玻璃领域
的占有率仍能提高，因
预测今年，全国汽车生
产量能达到140万辆。

与此同时，预测我国
也出口40万辆汽车。“
很高的汽车生产量，成
为汽车产品的玻璃需求
增长的推动力。”

他 有 信 心 ， 明
年，Asahimas Flat Glass

公司能持续提高机动车
玻璃销售，虽然机动车
工业仍面对能影响汽车
生产量的半导体（semi-
konduk to r）供应短缺的
挑战。

Asahimas Flat Glass公
司为加强机动车玻璃业领
域的资本相当大，该公司
拥有8家营销公司和12家
分营销公司，作为机动车
玻璃产品营销网，分布于
全国各个城市。

至今，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拥有一些原始设备
（OEM）机动车玻璃客户，
如丰田（Toyota）、本田
（Honda）、三菱（Mitsubishi 
Motors）,   大发（Daihatsu）, 
铃木（Suzuk i）,五十铃
（Isuzu）,日野（Hino）, 
现代（ H y u n d a i ） ,五
菱 （ W u l i n g ） , 奔 驰
（Mercedes-Benz）,三菱扶
桑（Mitsubishi Fuso）和UD 
Trucks。

Asahimas Flat Glass公
司也向重型器械厂出售机
动车玻璃，如日立（Hi-
tachi）,洋马（Yanmar）
和井关（Iseki）。

Asahimas Flat Glass
公司生产的机动车玻璃
产品也已勘探世界数个
国家，如美国、欧洲、
中国、日本和东南亚。

除 了 机 动 车 玻 璃 之
外，Asahimas Flat Glass
公司也将持续加强玻璃板
销售，该公司正在研究向
新首都（IKN）的建筑物
或者是大厦工程供应玻
璃板产品的可能性，尤其
是新首都趋向于绿色智能
城市建设。“新首都的基
础设施需要有增值的玻璃
板产品，在此，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已能生
产。”

更进一步，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已准备
数项策略，防范2022年
发生的商业挑战，举例

燃油价格上涨推动运输
费，原料价格上涨对生
产费用造成影响，直至
盾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

甚至，接孩子2022年第
3季，盾币汇率疲软已使
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蒙
受402.1亿盾的汇率差异
净损失，为此，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已进行部分
对冲，俾能极限减轻未来
的汇率差异损失风险，该
公司也更努力利用美元偿
还银行债务。

除此之外，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也已调
整玻璃产品售价，俾能
克服燃油价格或者是原
料 价 格 上 涨 造 成 的 影
响。“我们也持续提高
原料储备，主要是需要
进口的物质。”（sl）

AMFG公司设法

极限提高机动车玻璃需求
【Kontan雅加达讯】Asahimas Flat 

G l a s s（AMFG）公司希望，2023年能

继续业绩良好趋势，该玻璃生产企业尝

试，极限提高来自机动车工业的需求。

Asahimas Flat Glass（AMFG）公司希望，2023年能持续
业绩良好趋势。

2022年10月AP I

已载运487.2万名乘客

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ra第一公司(AP I)记录，在2022年
10月期间，公司管理的15个机场已经为487.2万名乘客、4
万3035架次飞机起飞和降落4万0504吨货物提供服务。图为
周一(28/11) ，乘客在万丹省丹格朗县苏-哈(Soekarno Hatta)
国际第二机场上机 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Aneka Gas Industri(AGII)
公司准备在中爪哇省巴唐
综合工业区(KITB)开发新
厂，已与南韩KCC Glass
公司正式签署买卖协议，
成为工业气体供应商之
一，这家新厂将成为东南
亚最大玻璃厂之一。

此前，Aneka Gas Industri公
司与Kawasan Industri Terpadu 
Batang公司已于2022年10月6
日在三宝垄Gumaya Tower酒
店签署工业用地协议(PPTI)。

通过这项协议，Aneka 
Gas Industri公司将在巴
唐综合工业区开发新厂，
设定建设过程将在未来
18-24个月进行。

Aneka Gas Industri公
司总经理Rachmat Harsono
称，“KCC Glass公司是
我们在巴唐综合工业区的
首家客户。”

他补充说，这家新厂不
仅将成为巴唐综合工业区的

工业气体领先(The Leading 
Industrial Gas Provider)的供
应商，但也分布在中爪哇地
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或健
康客户领先的供应商。

Aneka Gas Industri公司
已看到，不仅某些地区从
工业气体需求方面，但也
从医用气体需求方面的快
速提高。

“这个额外产量将支
持我们满足现有需求的增
长，与此同时，能提高营
业效率，因能减少从西爪
哇和东爪哇的产品分配的
可能性。”

Aneka Gas Industri公
司在巴唐综合工业区的新
厂将通过管道(pipeline)、
散装液化气(bulk)或钢瓶
(cylinder)供应气体需求。

服务的领域将包括制造
业、基础设施、零售业、卫
生和消费品，目前，Aneka 
Gas Industri公司正在评估一
些有竞争力的投资资金来

源，为支持在巴唐综合工业
区开发中的工厂营业业绩或
公司财务。

一些外国投资(PMA)已
成为这个工业区的租户，其
中是KCC Glass公司、Wavin 
Manufacturing Indone-
sia公司，和几家国内投资
(PMDN)，即Jayamas Medika 
Industri。巴唐综合工业区也

计划成为支持开发国内电动
汽车工业的地区。

Aneka Gas Industri公
司确认，将继续致力于促
进国家经济增长，工业区
开发被认为成为支持我国
下游工业议程的关键。“
因此，我们看到增长潜力
受到工业气体需求显著增
加的推动。” (lcm)

AGII与南韩KCC玻璃公司 在巴唐综合工业区开发东南亚最大玻璃厂

Aneka Gas Industri公司生产线将在巴唐综合工业区开发新厂。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2021年10月1日，自
从与Pe l i ndo公司Pe l i ndo 
Solusi Logistik（PSL）
副控股公司实行集团合
并之后，已1年运营，如
今，Pelindo Solusi Logis-
tik公司仍持续发展物流和
港湾工业区（hinterland）
业务。

有关于此，Pelindo So-
lusi Logistik公司必须经营
管理前往和来自港口的公
路渠道，俾使物流顺畅，
一并极限提高Pe l i n d o公
司包括仓库在内的资产，
该事宜是为达致“提供综
合物流生态系统最佳解
决方案企业”（The Best 
Solution Provider for an 
Integrated Logistics Eco-
system）的远景。

日前，Pelindo Solusi 
Logistik公司总经理佐科.努
尔胡达（Joko Noerhudha）
称，整顿自雅加达东区
的工业区前往丹绒普碌港
的公路渠道，成为Pelindo 
Solusi Logistik公司的关注
点，因60%的物流是来自
雅加达东区的工业区。

事实上，Pelindo So-
lusi Logistik公司已自
2022年9月20日，运营全
长27.1公里的Cib i t u ng-
Cilincing（JTCC）高速公
路，但该路段仍很少车辆
通行，因还有1段领域正
在建造中和定下指标，将
在2022年底完成。

所指的路段，即Taru-
majaya-Ci l inc ing，全长
7.28公里，该高速公路将
直接链接Kalibaru车站或者
是通过New Priok East-
ern Access直至New Priok 
Container Terminal。

如果上述高速公路已全
面运行的话，Cibitung-丹
绒普碌港路程，仅费时半

小时而已，目前，通过
Cikampek高速公路，再进
入雅加达外环路（JOR R 
）E段，前往丹绒普碌港
的卡车，正常时间大约1
小时至1小时半，但在下
午的忙碌时间，则能延展
至2小时以上。

除了高速公路渠道之
外，Pelindo Solusi Lo-
g i s t i k公司也为多种联运
活动，准备数项渠道，以
致，能使进出码头的物流
顺畅。

其中之一是火车轨道，
从北苏门答腊Simalungun
的Sei Mangkei特别经济区
（KEK），前往马六甲海
峡的Terminal Multi Pur-
pose Kuala Tanjung，全长
50公里，Pelindo集团正在
发展Kuala Tanjung作为供
应链和物流中转站。

在物流业，Pelindo So-
lusi Logistik公司受促，能
为客户提供增值，通过提
供标准化和数码化服务，
提供效力和客剑心程序。

如今，货物主人能利
用Pelindo的仓库和优势地
点，作为综合货物的进口
和出口活动，或者是作为
库存缓冲区（buffer in-
ventory），为此，他们不
需要自行建造仓库。

不单如此，Pelindo So-
lusi Logistik公司也聚焦于
港口后方发展工业区，其
中是在西加里曼丹Mem-
pawah的Kijing，该工业区
毗邻港口，以致运输真正
的有效率，不论是原料或
者是成品。

与此同时，在JTCC路
段，Pelindo Solusi Logistik
公司将兴建物流中转站，
与休息区合并，在物流中
转站，货物主人能把货物
合并，俾能更节省的费
用，利用轮船运输。（sl）

PSL持续扩展业务

勘探物流和港湾工业区

【Kontan雅加达讯】
Pizza Hut快餐店管理者
Sarimelati Kencana(PZZA)
公司希望，2022年底财务
业绩能好转。

2 0 2 2 年 上 半
年，Sarimelati Kencana公
司净销售同比提高3.6%
成为1.75兆盾，可惜在
2022年上半年，Sarimelati 
Kencana公司蒙受57亿盾
净亏损，而在去年同期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仍
获得315.2亿盾净利。

该亏损离不开高通胀
率和燃油价格上涨的因
素，这两个因素对Sar-
imelati Kencana公司原料
和产品的生产需求的费用
增加造成影响。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
已执行各种方法为营业效
率，包括向消费者调高产
品售价，虽然不大。

Sarimelati Kencana公司
经理Jeo Sasanto称，“我
们无法避免通货膨胀率的
上升，但另一方面，并非

所有支出上涨能向消费者
转移。”

虽然如此，Sarimelati 
Kencana公司在不久的将
来，能立即改善财务业绩
表乐观，年底能成为Sa-
rimelati Kencana公司的正
确契机。因为，Sarimelati 
Kencana公司出售的比萨
(Pizza)和其它食谱平常在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显著提
高。“我们希望能于今年
底弥补损失。”

为吸引更多消费者的
兴趣，Sarimelati Ken-
cana公司已于11月推出新
食谱，此外，Sarimelati 
Kencana公司仍极限举办
促销或折扣计划。

从地理方面，2022年
上半年，Sarimelati Ken-
cana公司净销售额的主要
贡献者仍来自于爪哇和巴
厘，占67.1%的部分。接
下来，苏门答腊净销售额
15.1%、苏拉威西8.2%
、加里曼丹7.1%，和印
尼东区2.5%。(lcm)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Suparma（SPMA）公司定
下指标，2022年销售额达
3.1兆盾，在今年1月至9
月期间，该销售指标已实
现76.1%。

2 0 2 2 年 首 9 个 月 期
间，Supa rma公司已生产
16万5960吨纸产和纸浆或
者是今年的24万2500吨生
产指标的68.4%，从上述
生产量，Supa rma公司已
售出15万3992吨或者是今
年25万1000吨销售指标的
61.4%。

该生产量也受到PM10
工程的推动，因已自3月
起，Supa rma公司已作商
业性生产，并已生产5万
5000吨，该工程至少需要
3803亿盾预算。

如果根据2 0 2 2年首 9
个月的财政报告，观看
Suparma公司的业绩，现金
流提高1131亿盾，以致，
在2022年9月30日，期末
现金余额和银行存款提高
2243亿盾成为3152亿盾
或者是比2021年同期飙升
246.8%。

至 2 0 2 2 年 9 月 3 0
日，Supa rma公司的资产
提高5255亿盾或者是提高
19.6%成为3.21兆盾，净
销售比去年同期的1,92兆
盾提高22.5%，净销售提

SPMA定下指标 2022年销售额达3.1兆盾
高是因纸产销量和平均售
价各自提高3.6%和18%。

因2022年3月7日，PM 
10已作商业性生产，该提
高也发生于极限生产量，
从25万吨提高21.9%，成

为30万5900吨。
Suparma公司的纸产销

量提高3.6%，从原先的
14万8697吨成为15万3992
吨，相等于Supa rma公司
定下的25万1000吨纸产销

售指标的61.4%。
2 0 2 2年1月至1 0月3 1

日期间的纸产销量为1 7
万1 3 0 4吨或者是相等于
20 2 2年纸产销售指标的
68.2%。（sl）

PZZA公司希望

2022年底财务业绩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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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九合一”选
举，指的是岛内选举县市
长、议员等九种地方性选
举，每一届国民党和民进
党都竞争得很激烈。民进
党曾数次通过毫无底线的
卑劣方式打压对手、渲染
制造岛内一些民众对大陆
的恐惧骗取选票，获得竞
选优势，这次民进党又故
伎重施，试图把选举定性
成“不仅仅是一次地方选
举”，而是“会决定台湾
要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讯
息”，但最后的效果却适
得其反。岛内舆论纷纷感
慨，民进党拼命打出的“
抗中保台”牌失灵了。从
这个层面上讲，此次“九
合一”选举及其结果带有

一定标志性。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

点：一是岛内民众对民进
党这几年执政表现的整体
不满意度在上升，林智坚
论文抄袭案爆出的丑陋黑
洞，以及民进党与黑道之
间暧昧不清的关系，都引
起岛内民众的不满和反
感；二是岛内民众对民进
党擅长并依赖的政治把戏
具备了更强的辨别力，换
句话说，民进党当局在岛
内没那么容易骗下去了。

26日晚，蔡英文宣布辞
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
示对这次选举结果负责。
她声称，“没有让台湾人
民再次感动，赢得人民
的托付”。但民进党是因

为“没有让台湾民众再次
感动”而落败吗？蔡英文
上台6年来，一再“倚美谋
独”，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大搞“去中国化”
，推行“渐进式台独”，
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紧
张，也让台湾民众利益严
重受损。这也难怪今年“
九合一”选举前，马英九
发文称，“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这一次的
结果，再次表明了台湾民
众对和平与稳定的期待。

有观点认为，这次受
到重挫的民进党有可能变
得更加激进。鉴于民进党
一贯的政治本性，不得不
说，这确实有可能。我们
在这里奉劝也可以说提

醒、警告蔡英文和民进党
当局，不要在冲向悬崖的
时候还踩油门加速，要避
免粉身碎骨的命运，该踩
刹车了。“台独”的风险
是任何分裂势力都无法承
受，更是驾驭不了的。民
进党当局应该对这次选举
挫败做触及灵魂的深刻反
思，在调整两岸政策方面
早下决心，否则只会是死
路一条。

按照民进党过去的经
验，今年“九合一”选举
可以操弄的话题资源很“
丰富”。佩洛西窜台让台
海局势骤然升级，民进党
当局加强“倚美谋独”勾
连活动，逐渐将台湾推到
兵凶战危的边缘。民进党

一直喜欢利用或者刻意营
造两岸紧张氛围，为自己
谋取政治私利。但物极必
反，民进党无节制的政治
操弄，反而让很多岛内民
众对“台独”危险有了更
多直观认识，这对两岸和
平是有益的。人们看到，
在岛内甘愿被绑到“台
独”战车上的人毕竟是极
少数。

民 进 党 已 经 开 始 为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进行布局，就岛内政
治走势而言，各种变量还

很多。这次“九合一”选
举显露出一些征兆，但远
不是“结局”。如果真要
说“结局”，其实早就确
定无疑了：台湾的前途
在于两岸统一，台湾同胞
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只有
早日实现两岸统一，台湾
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
途才能得到坚不可摧的保
障。历史潮流浩浩汤汤，
统一进程势不可当，逆潮
流者必将被时代的洪流所
淹没。

（来源：环球网）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和科技战仍在持续，企图
切断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
以及用于生产先进半导体
的设备的管道。美国保护
主义举措的所谓目的是加
强“国家安全”。但更深
入的分析表明，这更多是
为遏制中国的整体科技和
经济进步。它还揭示出美
国进一步偏离自由市场解
决方案从而提振本国经济
的如意算盘。这将减少经
济福祉并加剧未来军事对

抗的风险。
危言耸听者认为，美国

的半导体产业需要补贴和贸
易保护，但这种观点却没有
现实依据。美国一直是全球
半导体市场的领军者，并不
需要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措
施来提升国家安全，因为
它已经控制了全球最先进
的半导体技术。但白宫希
望通过限制中国获取高端
芯片并全面遏制中国技术
进步来间接获益。

经验表明，中国等新兴

国家有能力竭尽全力为本国
提供先进科技。中国已成
功制造出先进战机。最为
重要的是，中国可以发明
技术解决方案来克服芯片
封锁，即使商用生产流程
或许会没那么高效且更加
昂贵。美国的出口管制不
太可能阻止中国增强军事
力量，华盛顿的真正目的
仍是要对中国经济全面遏
制。美国高官毫不掩饰他们
在科技领域保持“尽可能大
的领先优势”的企图，因为

中国近来在生产和创新能力
方面加速进步。

可以理解，中国的快速
追赶让美国政界不安，但
如果相信产业保护和贸易
限制是解决方案，那就是
严重的智力错误。中国的
经济和科技进步在众多不
同领域同时出现，这是本
土和外资公司利用更友好
商业环境和富有活力的市
场的结果。尽管面对一些
西方政府的脱钩企图，众
多西方公司却持续严重依

赖中国，这并非巧合。
美国政府对半导体市场

的干预不仅不利于行业本
身和消费者福祉，还显示
出美国已失去对市场力量
驱动经济成功的信心。这
可能非常危险，只有自由
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劳动生
产率和国际分工的益处，
限制国际交流往往会导致
冲突。

如果错误的经济政策削
弱了美国的竞争地位和全球
霸权野心，美国领导人可能

会愈加将同中国的商业和科
技对抗升级为政治和军事对
抗。若中国认为自身的经济
机遇和战略利益受到严重伤
害，也可能变得更加坚决。
对全球和平、繁荣和个体自
由的如此重大的风险，不应
被低估。

（作者是罗马尼亚米塞
斯研究所副研究员米哈伊·
马科维，王晓雄译。题：
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封锁
正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来源：美国欧亚评论网站）

 民进党的故伎重施为何不灵了？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11月26日揭晓。除嘉义市市长选举因故延期外，

在已选举产生的21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3席，民进党获5席。这样一来，

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就仅占约全台的1/4，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都不

再由民进党执政。这被普遍认为是民进党36年来地方选举的“最差成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一结果反映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美媒：对华芯片封锁凸显美国失去信心 文/米哈伊·马科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
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五条鲜明特色
之一。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色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基本目标。中国共产
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探索实践中逐渐认识
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
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邓
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深化了对共同
富裕的认识，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赋予了共同富

裕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中国追
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
丰富、精神生活极其充实，
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全面进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复
杂而艰巨的任务，也是长期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规模
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
和，这么大规模人口要实现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对实现
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
展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
存在差距，要清醒认识到中

国存在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
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
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
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
不少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通过就业机制改革、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和养
老制度改革、住房保障制
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缓解，城乡、地
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
总体上趋于缩小，但贫富差
距、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仍然
存在。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
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要在党的全面领导
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
次分配、再次分配、第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
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
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
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
的变化，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为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
好条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
国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的历史阶段。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
富裕，而是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
步、同等富裕，要按照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进
行因地制宜地探索，总结经
验，逐步推开；要坚持问题
导向，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既量力而

行，又尽力而为。要把共同
富裕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规划，分
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
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实
干创实绩、以奋斗促富裕，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更为
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朝
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稳步迈进，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邱诗懿 冉昊 中央党
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来源：中国网）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 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文/邱诗懿 冉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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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1 1 月 2 8 日报
道，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在
当天凌晨的声明中表示，
这一ECO+（极限节能）
计划“将帮助成千上万的
英国人更好地保温，以减
少消耗，每年还能为家庭
节约数百英镑”。

英国商务、能源和产
业战略大臣格兰特·沙
普斯（Grant Shapps）也
说，住宅保温工程项目将
有助于英国减少对进口能
源的依赖。沙普斯还表
示，英国政府将发起一项
耗资1800万英镑的公共

信息宣传活动，鼓励公众
在家中防止出现穿堂风、
关掉空房间的暖气，并降
低锅炉温度。

英国政府表示，拟议
中的住宅保温工程计划将
从2023年初持续到2026
年 3月，有助于实现到
2030年减少15%能源消
耗的近期目标。

据此前报道，受俄乌
冲突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影
响，欧洲面临能源危机。
英国长期依赖天然气作为
主要能源供给，因此遭遇
较为严重的冲击。

为减少能源消耗

英国将拨款10亿英镑用于住宅保温工程

英国财政大臣亨特。

【澎湃新闻】当地时间11月28日，英国政府计划从明年年初开始拨出1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86.7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住宅保温工程。此前，英国只向贫困家庭提供这种援助。

【中新网】综合韩媒报
道，当地时间28日，韩国
总统尹锡悦公布“未来太
空经济路线图”，并表示
将设立“太空航空厅”，
打造韩国自己的航天局。

根据“未来太空经济路
线图”，韩国计划到2032
年成功登月，到2045年自
主实现火星登陆。

尹锡悦承诺把月球的资
源和火星家园留给后人，

并提出5年内自主研制出
可飞往月球的运载火箭发
动机，到2032年成功登月
并开采月球资源。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KBS)报道，为了实现目

标，韩国政府将建设“韩
国版NASA”。韩国科学
技术信息通信部下将设
立“太空航空厅”，总统
亲自担任国家太空委员会
主席。

韩国计划打造“韩版NASA”拟2023年实现登月

【中新社】据日本广
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
本政府2 8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日本完成新冠
疫苗第三针接种的人数为
84241169人，占全国总人
口66.9%。

数据显示，日本完成新
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的人数
占全国总人口的81.4%；完

成第二针接种的人数占全国
总人口的80.4%。据报道，
日本在今年9月开始接种针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冠
疫苗，接种对象为12岁及以
上、已接种至少两剂疫苗
的人员。数据显示，共有
21480610人接种针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的新冠疫苗，占全
国总人口17.1%。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
道，日本厚生劳动省28日
决定，针对可同时检测新
冠肺炎和流感的抗原试剂
盒，将解禁其网上销售和
药店零售。报道称，政府
预计在新冠肺炎和流感叠
加流行中，每日最多将有
75万名感染者。民众通过
购买抗原试剂盒可居家自

行检测，以减轻医院发热
门诊负担。

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
据显示，日本28日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49117例，累
计确诊病例24519674例；
新增死亡病例103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49281例。
东京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
5767例。

日本新冠疫苗第三针接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66.9%

【海外网】据德国《明
镜周刊》网站25日报道，
德国联邦议会开始削减能
源消耗，议员们正努力尝
试在工作场所采取各种方
式取暖，一些议员抱怨国
会大厦降温将会给议员及
工作人员带来健康风险。

报道说，一个多星期前，
德国国会大厦内部的温度开始
明显下降。面对大幅降温，
一些政府部长或议员出席会
议时在夹克下套上高领毛
衣，或脖子上围上大围巾。
绿党籍议员库纳斯特更是抱
怨“国会大厦冷得令人感到
不愉快”。她介绍称，“我
穿着羽绒服在办公室里办

公，冻得我不停地来回跺
脚，然而没过多久，我还是
感冒了。”一些同事的工作
环境更糟，致使他们不得不四
处走动保持身体温暖。

根据今年8月份通过的内
阁法令，德国联邦议会因为
燃气短缺而不得不像许多普
通家庭一样关掉暖气节能，
办公室和会议室只能加热到
19℃，走廊和门厅根本没有
供暖。与所有无人居住的公
共建筑一样，节能规则适用
于联邦议会的所有建筑。此
外，据政府报告，因联邦议
会一座大楼的热泵损坏，该
大楼1700多间办公室也暂
时停止供暖。

德国议员们参加联邦议会会议。

【智通财经】澳大利亚
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
示，澳大利亚10月季调后
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2%，
远低于0.5%的增长预期。
澳洲10月份的零售额意外
下滑，这一令人惊讶的疲

软结果表明紧缩政策正在
按预期发挥作用。

澳洲统计局零售销售统
计负责人B e n  D o r b e r表
示，10月份零售额的下降结
束了连续9个月的增长，这
表明包括加息在内的生活成

本压力的增加，已经开始影
响到消费者的支出，除食品
零售外，澳大利亚10月份所
有行业的零售销售均下降。

由此可见，收紧的货
币政策和不断上涨的物价
已经打击了消费者信心，
而海外旅游的重新兴起有
可能将支出转移到海外。
有分析师预计，随着加息
的全部影响传导至家庭预
算，经济在今年剩余时间
和2023年将进一步走软。

据了解，强劲的消费者
支出是澳联储对继续提高借
贷成本的决定信心十足的
原因之一，因此，市场预测
澳联储将在下周的12月政策
会议上再次加息25个基点至
3.10%，但在零售数据公布
后将利率的隐含峰值从3.85% 
小幅下调至3.78%左右。

BIS Oxford Economics
宏观经济预测主管S e a n 
Langcake在一份说明中表示： 
“尽管通胀率仍在快速增
长，但零售营业额现已下
降，这表明利率上升和对
实际收入的持续挤压正在
抑制消费者需求。”

但无论如何，澳大利亚
10月零售销售数据将受到
政策制定者的密切关注，他
们一再表示，经济前景面临
的一个关键风险是家庭对快
速上升的借贷成本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的通
胀率目前处于7.3%的32年高
位，本季度将达到8%或更
高，食品、能源和建筑成本
都在上升。为了抑制这种激
增，澳联储自5月以来已将
利率提高了275个基点，
达到2.85%的9年最高点。

受加息和通胀影响 澳洲10月零售销售环比降0.2% 为今年首降

澳大利亚10月季调后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2%，远低于0.5%
的增长预期。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据企划财政部28日消息，政
府将于12月中下旬公布明
年经济政策方向和展望。政
府今年6月公布新政府经济
政策方向时，预计明年韩国
经济增速为2.5%，不过目
前正在研究将其下调到2%
以下的方案。目前高利率、
高物价和汇率问题叠加的
综合性危机加剧，出口这
一韩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也
面临困局。还有意见担忧，
新冠疫情后逐步复苏的内需
明年有可能再度陷入低迷。

韩国银行、经合组织等国
内外主要机构已将韩国明
年经济增速预期值下调至
1%-2%之间。

尽管绝大部分预测认为明
年经济将比今年更加困难，
但政府并无打算修改税收预
期。法人税受经济运行情况
的影响较大，但即便明年经
济状况恶化，其影响至少要
到明后年才会显现。

根据政府今年9月向国会提
交的明年度预算案，明年国
税收入总计将达400.4570万
亿韩元，较今年增长0.8%。

韩国政府将于12月中下旬公布明年经济政策方向和展望。

【环球时报】“俄罗斯
正在起草一份总统令，规
定对那些对俄石 油 实 行
最 高 价 格 限 制 的 国 家 实
施 石 油 禁 运 。 ” 俄 罗 斯 
“今日经济”网27日报道
称。目前，这一禁令细节尚
不清楚。

报道称，欧盟因内部分

歧太大未能就限制俄罗斯
油价达成一致。波兰坚持将
价格定在每桶30美元。而希
腊、塞浦路斯等国不希望限
定油价低于70美元。

据《俄罗斯报》2 7日
报道，由于担心俄罗斯的
强烈回应，美国放弃了对 
“违反价格上限”国家实

施二级制裁的想法。俄罗
斯因此可将大部分石油转
到其他方向，从而避免石
油出口急剧下降。目前，
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是中
国、印度和土耳其。如果
欧盟采用波兰人提出的价
格，那么俄罗斯将做出强
硬回应，届时，国际油价
可能飙升至每桶120美元，
这将首先打击欧美国家。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
研究院院长林伯强27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如果俄罗斯颁布了这项法
令，那么全球油价将面临
大幅上涨，短期内对欧美
的通货膨胀产生较大冲
击。此外，欧盟国家由于
缺乏基础设施支持，短期
内也很难找到替代俄罗斯
能源供应的渠道。

欧盟对俄石油的制裁是

否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林
伯强表示：“总的来说，
中国宏观经济受到的冲击
不会很大，因为中国能源
依赖油气比例相对较小。
此外，中国跟很多国家都
有石油交易，俄罗斯只是
其中一个。”

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表
示，印度将继续购买俄罗
斯石油，两国还将扩大贸
易关系。但随着欧盟对俄
石油限价令生效日期的临
近，印度对俄原油的采购
也越来越谨慎。据《印度
时报》25日报道，近几个
月来，在俄罗斯原油价格
折扣力度降低、欧盟出台
更严厉对俄制裁以及炼油
厂取消更多定期供应的影
响下，印度开始转向非洲
和中东获取原油，而不是
俄罗斯。

德国国会大厦削减能耗后气温骤降 

议员穿羽绒服戴围脖不停跺脚

韩国政府考虑下调明年经济增速预期至2%以下

税收预期保持不变

【界面新闻】日经新
闻11月2 8日报道，日本
政府的旅游促进措施“全
国旅行支援”10月启动，
外出和游玩需求增加，零
售和餐饮的营业收入正在
增长。1 0月餐饮营业收
入首次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2019年同月）。便利店
的10月现有店铺营业收入
也实现今年最高增长率。
其中也存在商品涨价推高
营收的一面，未来也有着
物价走高导致消费减退的
隐忧。

日本食品服务协会11月

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餐饮营业收入（按全店
计算）比上年同月增长
14.8%。受菜品提价推动
客单价提高等的影响，比
2019年同月增长5.5%，首
次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日本特许经营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便利店
1 0月现有店铺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月增长6.9%，
增至93 0 7亿日元，连续
8个月增长。随着旅游需
求的复苏，观光地的人流
增加，进店顾客人数增加
1.2%。

受需求增加与物价走高推动 日本10月餐饮业营收首次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

俄媒称俄酝酿石油禁运反击“限价令” 专家：全球油价将面临大幅上涨

目前，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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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 2 6 日 ， 陆 慷
大 使 应 邀 出 席 印 尼
智库外交政策协会主
办 的 2 0 2 2 年 外 交 政
策大会“外交门诊”
活动，同印尼青年进
行“一对一”交流，
就印尼青年关心的中
国发展、中印尼关系
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介绍我政策主张，
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印
尼友好故事，勉励印
尼青年为建设中印尼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力
量。

驻 印 尼 使 馆 在 大
会现场搭设富有中国
特色的展台，播放关

于中国发展成就和中
印尼友好合作成果的
宣传片，向与会者赠
送《新时代中国的非
凡十年》画册等纪念
品，吸引大批与会嘉
宾驻足参观。

外交政策大会是印
尼规模最大的外交政
策研讨会，在印尼青
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
中具有较大影响力。
本次大会系新冠肺炎
疫 情 发 生 后 首 次 举
办，共吸引印尼政府、
商界、智库、高校、媒
体、外交使团等各界
5000多人参加。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陆慷大使应邀出席2022年印尼外交政策大会

11月24日下午，副校长
林宏宇在李克砌四层接待
室会见我校数学学院1989
级校友、厦门象屿集团副
总裁林志勇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校企
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以及做好人才培养、中
文培训工作等探讨交流。校
友工作办公室、数学科学学
院、国内合作办等相关负责
人等参加活动。

访校期间，林志勇还做

客我校校友讲坛第73讲，
他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阐述
工作、专业、学习之间关
联，同现场学生分享象屿
集团的企业文化与人才培
养理念。

据了解，我校与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
11月签署人才培养协议。
自2022年5月起，学校为
集团印尼本土员工、高级
管理人员开展中文速成培
训，为对接海外事务中国

员工开展印尼语语言培训
服务。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领域涵盖大宗商品供
应链、城市开发运营、综
合金融服务、港口航运、
创新孵化等，并在“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有大量投
资，特别是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重点项目——印
尼250万吨不锈钢一体化冶
炼项目，前期投资超过150
亿元。（华侨大学供稿）

厦门象屿集团来校访问

座谈现场（张为健/摄）

【中新网北京28日讯】
近日，联合国正式宣布全
球人口突破80亿。“在全
球人口持续增长的今天，
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也相应
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哈佛大学博士、美国西方
学院终身教授尹晓煌近日
表示。

“就美国而言，短短几
十年，华裔数量呈现爆发
式增长。”尹晓煌说，在
20世纪70年代，华裔美国
人口总数仅仅只有40余万
人，而到了2020年人口足
足增长至500余万人。如今
华裔美国人口的数量已经

超过了600万。
“正所谓有海水的地

方，就有华侨华人。”尹
晓煌表示，2 1世纪初以
来，伴随世界人口增长，
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
和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大批中国商贩和企业家奔
赴世界各地，除了欧洲和
美洲以外，非洲、拉丁美
洲、中西亚华侨华人数量
也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而除了人口数量的增
长，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在构
成上也呈现出愈加多元化的
特点。尹晓煌说，以美国为
例，过去当地的华侨华人大

多从事服务行业，尤其是餐
饮业、洗衣业和家政业。而
年轻一代的“新侨”多是接
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律师、
医生、教师、工程师等职业
的人数居多，融入当地社会
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新时期的华侨华人，
拥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
野，也能够在驻在国为自
身权益积极发声。”尹
晓煌表示，1985年他来到
美国留学，在这37年间，
他亲身经历了美国华侨华
人从边缘到主流的蓬勃发
展，日益壮大。

“从冷战时期的排华

反华，到如今的华人参政
议政，在美华侨华人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
有了长足的进步。”尹晓
煌坦言，如今美国侨胞早
已走出“唐人街”的小圈
子，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发
展。这一方面归因于侨胞
自身发奋图强，同时也得
益于中国近年来国际声
誉、地位不断提升，为海
外华侨华人创造了良好的
发展条件，正所谓国兴则
侨兴，国强则侨强。

但他同时指出，相对于
人口数量上的增长，华人以
及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和传播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
升。“讲好华人和当代中国
故事，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
出去，让世界更加全面、客
观地了解中国势在必行。”

尹晓煌说，因受到历史
文化、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影
响，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对
中国认知不深、了解渠道不
足的情况，甚至对当地华裔
群体产生了严重误读。

疫情两年多来，在美华
侨华人遭遇了巨大困境。
尹晓煌认为，对普通民众而
言，跨文化交流涉及到彼此
是否拥有包容心态。在当前
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人口跨

国频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跨界
流动过程中，既可因文化差
异导致文明冲突，也可在交
流互鉴中实现文化共生。

“华侨华人要发挥自身
融通中外、熟悉住在国文化
的优势，通过华文媒体、华
人社团、智力资源等来全方
位开展文化交流，以此实现
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尹晓煌表示，华侨华人
作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民间交
流的桥梁和纽带，在牵线中
外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方
面，今后的责任更大了，使
命也更重了。

华人学者：华侨华人应为融通中外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侨网28日讯】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综
合报道，加拿大卑诗省府
27日宣布，将扩大一项培
训海外接受教育的国际医
生计划，帮助他们在卑诗
省执业，以解决省内缺乏
家庭医生的问题。

省府27日发声明，宣
布到2024年3月，扩大预
备执业评估计划(Practice 
Ready Assessment program)
，将名额增加两倍，即从

32个增加到96个。
据 省 府 称 ， 该 计 划

是“受过国际教育的家庭
医生获得在卑诗省工作许
可的途径”。

省长尹大卫表示：“
疫情暴露本省医疗系统
潜在的挑战，并为之增
加了新的压力。很多省
都 在 努 力 寻 找 家 庭 医
生；与此同时，在加拿
大境外接受培训的家庭
医生无法执业，因为他

们无法在加拿大获得执
照。”

他又表示，省府需要
采取行动解决有关问题，
帮助更多受过国际培训的
医生加入急需家庭医生的
社区。

卫 生 厅 长 狄 德 安
(Adrian Dix)则表示：“
通过在未来16个月内将席
位数量增加两倍，为国际
医学毕业生提供担任副医
师的新途径，及为美国医

生在本省工作消除障碍，
我们正在兑现对患者和为
省民建立强大的医护团队
的承诺。”

目 前 未 有 资 格 在 卑
诗省获得正式或临时执
照 的 国 际 医 科 毕 业 生
( IMG )，或会有资格在
省内外科医师学院，注
册新的受限“副医生”
类别。省府表示，这将
使有关人士能够在主治
医生的指导和监督下，

在卫生当局的急症护理
环境中照顾患者。“这
是政府招募更多卫生专
业人员，并为需要获得
卫生服务的人提供即时
解决方案的工作的一部
分。”

另外，省府亦正与加
拿大皇家内科医学会和加
拿大家庭医学会合作，允
许国际医科生在抵达卑诗
省之前开始认证程序，以
帮助加快他们在到达加拿

大之前的录取过程。“有
兴趣搬到本省的医生，将
更有把握在他们到达时能
够执业。”

卑诗省内外科医学会
将准备修改章程，允许在
美国接受过三年培训的医
生在卑诗省从事家庭医学
工作。章程变更将在未来
几周内实施，目的是到
2023年1月，这些医生可
开始在卑诗省从事家庭医
学工作。

加拿大卑诗省府宣布扩大培训 

海外国际医科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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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会见 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27日会见俄罗斯新任驻华
大使莫尔古洛夫。

王毅欢迎莫来华履新，表示中俄
都坚持推进多极世界，不认同单极
霸权；都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不认同强权政治。不管国际形势
如何变化，中俄作为两大邻国都将推
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莫尔古洛夫表示，俄中
关系牢不可破，两国友谊能够战胜任
何挑战。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新社）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九次排除延期清单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8日
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九次排除延
期清单。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九次
排除延期清单，对《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七次
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2年第4号）中的相关商品，延长排
除期限，自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5
月31日，继续不加征中国为反制美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中新社）

郝鹏任辽宁省委书记
据中国官媒28日消息，中共中央日

前决定，张国清不再兼任辽宁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郝鹏任辽宁省委
委员、常委、书记。公开简历显示，郝
鹏，男，汉族，1960年7月生，研究生
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中共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二十
届中央委员。他曾在甘肃、西藏、青海
等多地工作，曾任兰州市委副书记、副
市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
校长，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
此次调整前，他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
记、主任。（中新社）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访华 
中方介绍有关安排

谈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即将访
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8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此访有关安排并表
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欧关系，愿通
过此访同欧方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
识，为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
定性。当天有记者问，中方已经发布
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即将访华的消
息，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此
访有何期待？对此，赵立坚表示，欧洲
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于12月1日访华，
这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和欧盟机构领导
人之间首场正式会晤。（中新社）

香港“创科博览2022”
将于12月12日起举行

中新社香港11月28日电　（记者　
刘大炜）团结香港基金28日宣布，暌
违4年的香港“创科博览”将于今年
12月12日至22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博览会将呈现国家“十三五”
规划期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以及香
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以来的科研
成果，推动香港社会把握创科发展机
遇，引领香港年轻人深刻认识国家。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介
绍，“创科博览2022”的主题为“
科技引领未来”，将集中展出50项国
家级创科展品，涵盖航天、陆地、深
海、智能与生物科技五个领域，通过
实物、模型、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
数码互动等元素，全方位展示国家“
十三五”期间取得的创科成就。

其中，待展出的2022年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火炬实物，中国第一辆火
星车“祝融号”一比一复原模型，“奋
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模型等展品
均为首次在港亮相。（中新社）

将遇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 
广州气温或急跌

广州28日阳光明媚，29℃左右的
气温让不少民众表示“有点热”，但
该市即将遇到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
气温或现“过山车”式急跌。

据广州市应急管理局介绍，该冷空气
或于30日抵穗，过程会有急剧降温并伴
有大风和降雨，最低温度或跌至5℃。

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办公室与市气
象局28日对该市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进
行了会商。该会商预计，28日至29日广
州以多云间阴天气为主，气温回升；30
日凌晨，今秋最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
响广州，气温急剧下降并伴有小雨局部
中雨和大风，体感阴冷。（中新社）

李克强表示，中蒙
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发展友好合作条
件得天独厚，在多个
方面互补优势明显。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
先生举行会谈，全面
规划两国关系发展。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对
蒙关系，将中蒙关系
放在周边外交的重要
位置，愿同蒙方密切
高 层 交 往 ， 尊 重 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各领域互利
合作，增进在地区和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
调，携手推动中蒙关
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李 克 强 指 出 ， 中
蒙合作既有利于地区
稳 定 和 发 展 ， 也 为
世界和平注入积极力
量。中方愿同蒙方努
力提高两国经贸合作
水平，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煤炭等能源开

发合作，共同维护能
源安全和稳定供应。
积极推动边境口岸过
货、铁路口岸联通等
合作。加强两国荒漠
化防治合作，努力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

呼 日 勒 苏 赫 祝 贺
中国40多年来坚持改
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
就，表示蒙中是好邻
居 、 好 朋 友 、 好 伙
伴 。 蒙 方 致 力 于 同
中 方 发 展 长 期 稳 定
的 睦 邻 友 好 关 系 ，
愿 同 中 方 加 强 发 展
战 略 对 接 ， 落 实 好
即 将 签 署 的 新 版 蒙
中 经 贸 合 作 中 期 发
展 纲 要 ， 提 升 双 边

贸 易 水 平 。 深 化 基
础设施建设、能源、
荒漠化防治等领域合
作。更好便利物流运
输，提高边境口岸通

关能力。共同努力推
动蒙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达到新高度。

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中新社28日讯】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
务新闻发布会11月28日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
开。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介
绍，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瞄准北京时间11月29
日23时08分发射，飞行
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
邓清明和张陆组成，费
俊龙担任指令长。

航 天 员 费 俊 龙 参
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邓清
明和张陆都是首次飞
行。目前，执行此次
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
遥十五火箭即将开始
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神舟

十五号飞行任务是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最后一棒，也是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
第一棒，具有承前启
后的重要作用。

任务期间，神舟十
五号乘组将完成15个
科学实验机柜解锁、安
装与测试，开展空间科
学研究与应用、航天医
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40余项空间科学实验
和技术试验；实施3到4
次出舱活动，完成梦天
实验舱扩展泵组和载荷
暴露平台设备安装等工
作；验证货物气闸舱出
舱工作模式，与地面协
同完成6次货物出舱任
务等。

【中新社28日讯】
针对加拿大近日发布
的“印太战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 2 8 日 在 例 行 记 者
会上表示，有关战略
涉华内容充斥意识形
态偏见，渲染炒作所
谓“中国威胁”，对
中国无端指责攻击。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已经向加
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强调，中方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
倡导开放包容，践行
合 作 共 赢 ， 始 终 是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
机遇，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增长，无论发展
到什么程度，中国永
远不称霸、永远不搞
扩张。“究竟谁在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谁在煽动冷
战思维、渲染阵营对
立，国际社会看得清
清楚楚。”

他说，不干涉内政
原则是国与国交往的“
黄金法则”，台湾、
新疆、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外部
势力指手画脚。中方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加方曾多次
表示重视对华关系，
愿本着向前看的态度

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对
华关系。加方应言行一
致，拿出诚意和善意，
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
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
策，以行动将承诺落到
实处。

另 有 记 者 问 ， 近
日，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发布声明称，已
禁止多家中国公司向
美国提供电信设备和
视频监控设备，并表
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是否考
虑采取对应措施？

赵立坚表示，美方
此举是泛化国家安全
概念、滥用国家力量
无 理 打 压 中 国 企 业
的 又 一 恶 劣 案 例 。
这 种 做 法 违 反 市 场
经 济 原 则 ， 破 坏 国
际贸易规则，损害中
国企业利益，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

生态环境部：中国为COP27取得

一揽子积极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中 新 社 2 8 日
讯】“中国国产汽车出
口目的地正逐渐转向欧
洲、美国、澳大利亚等
高端市场，透射出高质
量发展的新趋势。”上
海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
九科科长陈佳28日对中
新社记者表示。

据上海海关当天发
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
10个月，上海口岸出
口汽车112.2万辆、金
额1501.8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长
46.8%、71.6%。其
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
41.7万辆、金额862亿
元，同比增长92. 5%
、115.5%。

两天前，中国最大
汽车船“玉衡先锋”号
滚装轮首条“上海港—
波斯湾”班轮航线，在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
头顺利起航，390 0辆
奇瑞、江淮、吉利等国

产品牌汽车在外港海关
监管下，搭乘该滚装轮
远销“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中东波
斯湾。

据陈佳介绍，近年
来，随着中国汽车产业
成长壮大，国产车出口
保持强劲增长，在全
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
头——上海外高桥港区
海通码头，今年以来“
登船出海”的汽车数量
持续攀升，国产自主品

牌新能源车的出货量已
占据主流。目前，中国
国产汽车出口目的地正
逐渐转向欧洲、美国、
澳大利亚等高端市场，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
额前三位的国家或地区
是欧盟、英国和澳大利
亚。在比利时、英国、
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中
国国产汽车受到了当地
消费者的青睐，今年以
来出口货值同比增长均
超过一倍。

【中新社28日讯】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
公司霍尔果斯压气首站
28日统计称，截至目
前，今年中亚天然气管
道向中国输气突破400
亿标方，为中国国内天
然气市场需求提供有力
保障。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
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
的第一站，也是中国西
气东输二线、三线共同

的“龙头站”和全线运
行的“心脏”和“动力
舱”。该站承担着来自
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
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
和外输任务，运行的天
然气管道压力达12兆
帕。同时，站内拥有的
8台天然气压缩机总功
率超过240兆瓦，每秒
可为超过2000立方米的
天然气增添动能。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

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
区党支部书记金耀辉介
绍说，作业区加强供需
形势监测和需求峰值预
测，通过霍尔果斯首站
前端气质气量精准计量
和压缩机等设备设施高
质量管理，不断提升管
网平稳运行水平，全力
做好天然气保供各项工
作，确保每日1亿多立
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
送到全国各地。

李克强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中新社28日讯】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1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蒙古国总统呼

日勒苏赫。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11月29日发射 

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11月28日，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乘组费俊龙（中）、邓清明（右）、张陆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
答记者提问。

【 中 新 社 2 8 日
讯】中国生态环境
部新闻发言人刘友
宾2 8日在北京对记
者表示，《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2 7次缔约方大会
（COP27）在加时39
个小时后闭幕，会议
通过了数十项决议，
围绕减缓、适应、损
失和损害、支持等议
题达成了相对平衡的
一揽子成果。中方坚
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为会议取得
一揽子积极成果作出
了重要贡献。

1 1 月 6 日 至 2 0
日，COP27在埃及沿海
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
刘友宾说，本次大会

以“共同落实”为主
题，对发展中国家高
度关切的适应、资金
及损失和损害问题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其
中，建立损失和损害
基金成为一大亮点，
大会也决定启动建立
全球适应目标框架，
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
家的迫切诉求。

“然而，我们也
遗憾地看到，发达国
家依然没有充分正视
自身的历史责任，在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和技术支持等问题
上态度消极，发达国
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
美元资金支持仍未兑
现，也没有就适应资
金作出明确的出资安
排”，刘友宾说。

刘友宾。

加拿大有关战略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中方：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

中国国产汽车出口目的地

逐渐转向欧美高端市场

“中国国产汽车出口目的地正逐渐转向欧洲、美
国、澳大利亚等高端市场，透射出高质量发展的新
趋势。”

中亚天然气今年向

中国西气东输管网输气突破400亿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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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托周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审计将涉及整个监
管、政府预算的充足性、
人力资源以及每个体育分
支机构的所有教育活动。

审计还将包括竞赛测
试 (ICT) 和非竞赛测
试 (OOCT) 的方法和程
序，以及与WADA直接相
关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 
(ADAMS) 的实施，并包
括与WADA认可的反兴奋
剂实验室以及兴奋剂控制
官 (DCO) 能力的沟通。 

加托指出，作为对WADA
审计的准备工作，IADO
上周接受了日本反兴奋剂
机构 (JADA) 的监督。
他说，“JADA对IADO展
开了为期三天的工作访
问，以监督如何处理和预
测审计，、因此，IADO
必须努力邀请所有利益相
关者更多地了解这项反兴
奋剂活动的重要性。”

IADO还将于周三举办
全国反兴奋剂论坛。他指
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

东南亚地区反兴奋剂组织 
(SEARADO) 的代表也将
出席此次活动。该两个国
际组织受邀出席，希望能
够确定、进行规划，并就
IADO现在和未来应该做
什么提出建议，印尼将
举办各种国际赛事，例如
印尼国际足联U-20世界

杯、FIBA 世界杯和2023
年ANOC(国家和地区奥
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世界
沙滩运动会。

此外，印尼将参加多
项国际赛事，例如在柬埔
寨金边举行的2023东南
亚运动会和在中国杭州举
行的第19届亚运会。

WADA2023年审计印尼反兴奋剂组织
【美都新闻网】印尼反兴奋剂组织 

(IADO) 主席加托（Gatot S . Dewa Broto）

透露，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将于

明年对该组织进行审计。

【新浪体育28日讯】
00:00(卡塔尔当地时间27
日19:00)，2022世界杯F
组第2轮展开争夺，克罗
地亚4比1力克加拿大，克
拉马里奇双响，利瓦贾和
马耶尔破门。加拿大连败
出局。

克罗地亚仅用利瓦贾轮
换出场。加拿大也仅用拉
林轮换出战。加拿大开场
仅2分钟取得领先，布坎
南右路传中，A-戴维斯10
码处冲顶入网。克拉马里
奇小禁区右上角斜射入远
角，但传球的利瓦贾越位
在先，进球无效。

克 罗 地 亚 ( 4 - 3 - 3 )
：1-利瓦科维奇；2 2-
尤 拉 诺 维 奇 ， 6 - 洛

夫 伦 ， 2 0 - 格 瓦 迪 奥
尔， 1 9 -索萨； 1 0 -摩
德里奇， 1 1 -布罗佐维
奇，8-科瓦契奇；9-克
拉马里奇 ( 7 3 ' , 1 3 -弗
拉 西 奇 ) ， 1 4 - 利 瓦 贾
(6 0 ' , 1 6-佩特科维奇)
，4-佩里西奇。

加 拿 大 ( 4 - 4 - 2 )
：1 8-博扬；2-约翰斯
顿，5-维多利亚，4-米
勒，22-拉耶亚(62',10-
霍 伊 莱 特 ) ； 1 1 - 布 坎
南，13-哈钦森(73',3-
阿德库比 )， 7 -尤斯塔
奎 奥 ( 4 6 ' , 1 5 - 科 内 )
，19-A-戴维斯；17-拉
林(4 6 ' , 2 1-奥索里奥)
，20-J-戴维斯(72',9-
卡瓦利尼)。

【新浪体育28日讯】
03:00(卡塔尔当地时间27
日21:00)，2022世界杯E
组第2轮展开争夺，西班
牙1比1战平德国，莫拉塔
打破僵局，穆夏拉助攻菲
尔克鲁格扳平。

西班牙仅用卡瓦哈尔轮
换。德国则用格雷茨卡和
科雷尔轮换出战。

西班牙(4-3-3)：23-
西蒙；20-卡瓦哈尔，16-
罗 德 里 ， 2 4 - 拉 波 尔

特，18-阿尔巴(82',14-
巴尔德)；9-加维(66',8-

科凯)，5-布斯克茨，26-
佩德里；11-费兰-托雷斯

(54',7-莫拉塔)，10-阿
森西奥(66',12-威廉姆
斯)，21-奥尔默。

德国(4-2-3-1)：1-诺
伊尔；5-科雷尔(70',16-
克 洛 斯 特 曼 ) ， 1 5 - 聚
勒，2-吕迪格，3-劳姆
(87',23-施洛特贝克)；6-
基米希，8-格雷茨卡；10-
格纳布里(85',18-霍夫曼)
，21-京多安(70',19-萨
内)，14-穆夏拉；13-穆勒
(70',9-菲尔克鲁格)。

【新浪体育28日讯】巴
黎奥运会组委会宣布，将
于 2022 年12月1日启动
第一阶段的全球票务销售
计划。

有兴趣前往奥运会观赛
的体育迷，可以在12月1
日至1月31日期间， 在巴
黎奥运会官方票务网站上
进行注册，并参加抽签。

首批销售的门票，包括
所有巴黎奥运的比赛，无
论是法兰西体育场内的田
径比赛；还是埃菲尔铁塔
下的沙滩排球、荣军院的

射箭比赛以及在凡尔赛宫
的马术。都可以通过“订
制你的奥运会” 来安排个
性化的观赛体验。

巴黎奥委会宣布，他们
组织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
的中心化数字平台，进行
独家销售。

通过该平台，巴黎2024
奥运组委会将提供近 1000 
万张奥运会门票，近一半
的比赛门票在5 0欧元以
下。其中最便宜的100万
张，票价仅为24欧元（约
合180人民币），

这个票价，适用于除
了冲浪之外的3 2个奥运
项目，冲浪不对外出售门
票。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主席
托尼-埃斯坦格 （Tony 
Estanguet） 表示：“我
们真的希望2024年巴黎奥
运会成为第一届全面开放
的奥运会，我们将全力以
赴将这一概念变为现实。
我们希望体育迷们能感受
到所有的体育场馆将提供
的神奇氛围和运动激情。
不仅仅是运动员在为奥运

会做准备。观众们也在准
备，而观众们的旅程现在
就开始了！”

据悉，第一阶段的门
票销售需要通过购买“订
制你的奥运会”套票来安
排自己理想的奥运观赛模
式。

每套“订制你的奥运
会”套票，购买者可以根
据个人喜好，选择三个运
动项目的组合。

要创建一个套票的订制
服务，购票者需了解以下
须知：

从所有运动项目中选择
三个项目，根据门票的库
存情况和选择， 每个运
动项目最多可选择六张门
票。

套票设计充分满足购买
者的灵活需求，无论他们
是独自观赛，还是与朋友
或家人一同前往赛场。

在整个奥运销售阶段的
过程中，每个帐户最多允
许购买30张门票。

从 2022年12月1日到
2023年1月31日，世界各
地的人们都可以通过注册

个人信息来参与门票抽
签。中签者将在2023年2
月15日至3月15日期间，
获得48小时的购票权。

通过抽签来分配购买时
间段，是奥运会门票发售
的一项新举措，确保中签
的人有更好的购票体验。

随后，巴黎奥委会组委
会还会从2023年的3月至5
月，开放第二阶段的单票
销售。

至于2024年巴黎残奥会
的门票，将在2023 年秋
季进行发售。

巴黎奥运门票12月1日开售 100万张仅卖24欧元

世界杯-莫拉塔进球 穆夏拉助攻 西班牙1-1平德国

莫拉塔攻破德国大门

世界杯-克拉马里奇双响 

克罗地亚4-1送加拿大出局

克拉马里奇双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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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无情，人间有爱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向印尼西爪哇省地震灾区捐赠2亿印尼盾
11月28日，中国银

行雅加达分行（Bank of 
China Jakarta Branch）
向印尼西爪哇省地震受
灾地区捐款2亿印尼盾，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行
长张朝阳先生向印尼红
十字会基金和基础设施
主管Johnny Dharmawan
先生移交了捐款。

11月21日，印尼西
爪哇省Cianjur突发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
里，地震造成超过300
人死亡，20余人失踪，
超千人受伤，数百栋学
校、医院等各类建筑倒
塌，众多家庭失去家
园。地震发生后，中国
银行雅加达分行迅速做
出为受灾地区民众提供
帮助的决定。

“作为一家在印尼
已历经近85年的银行，
我们对印尼人民怀有深
切的情感，对地震给受
灾民众造成的伤害感同
身受！”，在当天的

捐赠仪式上，中行行长张
朝阳先生动情地表达着全
体中行人的心声，“地震
无情，人间有爱，中行真
诚地希望通过这笔捐款，
将我们对受灾民众的关切
之意，并为灾区民众克服
困难、重建家园尽绵薄之
力！我们坚信，并祝愿灾
区民众早日战胜灾情！”

印尼红十字会基金和基
础设施主管Johnny Dhar-

mawan先生代表印尼红十
字会接受捐款，代表受灾
民众对中国银行心系灾
情、慷慨捐助表达诚挚谢
意，表示红十字会一定会
把捐款转交地震受灾地
区，将中国银行的爱心传
递给受灾民众。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秉承“植根于斯，服务于
斯”的宗旨，践行ESG理
念，在积极推动中印尼经

贸往来的同时，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
益，近年来先后向龙目岛
地震、中苏拉威西省地震
海啸、巴布亚洪水等多个
灾区捐赠；2020年新冠疫
情爆发后，更先后三次捐
赠，帮助印尼民众抗击疫
情。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的爱心善举，赢得了当地
民众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好
评与赞誉。

11月28日，印尼央行
正式批准并对外宣布中国
银行雅加达分行成功加入
BI-FAST清算网络，雅加
达中行亦于同日正式对客
户推出此项服务。客户将
可通过雅加达中行各网点
或BOCNET个人网银进行
跨行实时转账交易。该项
服务的顺利推出，增强
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本地
跨行转账和清算能力，推
动分行金融产品服务进一
步向当地主流同业银行看
齐。

当前，印尼当地支付
清算主要使用SKN和RTGS
两套系统，SKN主要用于
小额转账（不支持实时
清算），RTGS支持大额
转账和银行间的清算结
算，均非7x 2 4小时实时
清算系统。本次投产的
BI-FAST（全称印尼银行

快速支付系统）是印尼央
行在其2021-2025支付系
统数字化发展蓝图中明
确提出的领跑项目。BI-
FAST推出后，客户将可
享受到更加安全便利的
7x24小时实时转账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BI-
FAST特有的“proxy”功
能，客户可在中国银行
将自己常用的手机号或
Ema i l注册为代理号码或
账户别名，这样客户无需
再去查找记忆冗长的银
行账号，只需提供这个简
单易记的代理号码作为收
款账号，即可轻松实现
转账收付。与以往清算系
统相比，BI-FAST具备费
用更低廉、转账更快捷、
交易更安全等特点，将大
大提升客户对支付功能的
体验。未来，在印尼央行
支付系统数字化发展蓝图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加入BI-fast清算网络，推出跨行实时转账服务

引领下，将继续推出BI-
FAST 2.0即批量转账、
直接借记、付款请求等支
付功能。

展望未来，雅加达分行
将继续依托中银集团和印
尼本地的金融科技力量，
守正创新，加快数字化转
型，持续提升金融产品移

动化、智能化，以客户需
求为中心，以信息科技为
引领，以区域化品牌为依
托，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提高服务水平，优化客户
体验，打造符合移动互联
时代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更好地服务于中印尼两国
客户。

【本报周孙毅报道】
11月26至27日，由峇眼亚

比中华公学华希宁校友联谊
会(Ikatan Alumni Perguruan 
Wahidin 简称IAPW)组织的
首届“2022 IAPW杯” 乒乓
球锦标赛，在雅加达 WTC 
Mangga Dua成功举办。

本 次 比 赛 ， 除 安 排 有
IAPW校友男女组比赛外，
另设有公众组比赛。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共有295名选
手报名参加。

IAPW主席洪英俊,评委
会主席郑宗鸿，以及Pade-
man g a n警察局局长Happ y 
Saputra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筹委会主席洪继荣作工
作报告，感谢来自全国各
地校友的积极响应和踊跃

参与。也感谢各赞助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致使
比赛得以顺利进行。洪继
荣说，这是IAPW首次举办
的乒乓球比赛，希望日后
能持续举办下去，以丰富
大家业余生活，增进校友
彼此间切磋交流。

洪英俊致辞，对筹委会
主席洪继荣，筹委执行主
席周国琛和全体成员的精
心安排，还有赞助单位的
鼎立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 说 ， 此 次 活 动 不 仅 为
校友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
流、切磋球技的机会，还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不
断提高的机会。

郑宗鸿在致辞中，对本
届比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

首届“2022 IAPW杯”乒乓球锦标赛圆满落幕

贺。希望通过这首次举办
的比赛，能够激发更多的
人对乒乓球运动的兴趣，
不断推动乒乓球运动的传
承和可持续发展。郑宗鸿
称，乒乓球运动可以强身
健体、增强体能、促进血

液循环、提升人体的反应
能力。希望往后能继续将
此项比赛活动举办下去。

该比赛经过一番激烈的
角逐后，各项目冠军纷纷
揭晓。以下为IAPW校友男
子组和女子组比赛成绩:

男 子 组 ： 冠 军
Djamin Asnawi 

APW1986；亚军Andy Chua-
niusAPW1989;季军ACUA 
APW2000、Djuniar Ahin 
APW1991。女子组：冠军
Farida APW1988；亚军Chua 
pin pin APW1987；季军Jen-
ny wijaya APW1987、Sherly 
APW1987。每一位获奖者均
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奖杯及

奖金。
比 赛 当 天 ， 主 办 方

还 特 别 邀 请 了 其 校 友 周
国琛A PW 1 9 9 4与洪若典
APW1975，为观众们呈献
一场精彩的兵乓表演赛。比
赛从一开始到结束井然有
序，最后在一片和谐欢笑中
圆满结束。

筹委会主席洪继荣作工作报告。 洪英俊致辞。 郑宗鸿致辞. Happy Saputra致辞。

洪英俊（左一）和筹委会主席洪继荣（右一）向
IAPW男子组获得冠亚季军者颁奖后合影。

洪英俊（左一）和筹委会主席洪继荣（右一）向
IAPW女子组获得冠亚季军者颁奖后合影。

IAPW评委会主席郑宗鸿与Pademangan警察局局长
Happy Saputra为比赛主持开幕礼。

郑宗鸿(右二)在周国琛、洪继荣、洪英俊陪同下颁
发感谢状给Happy Saputra警察局长。

洪英俊（左八）和筹委会主席洪继荣（右一）向赞助单位颁发感谢纪念品
后合影。



兰院是宋心瑶婚

前住的地方，婚

后就落了锁，待

去年十一月她回京时，

因为常常回宋家小住，

又开锁了。

本就干净，只要把房间

整理一下就可以。

水一碰到手背的火伤，

那是钻心的疼。

宋心瑶今天差点没命，

现在有点后怕，想到薛

文澜那样冒险进来救她，

眼眶又红了，以后她都

不跟他闹脾气了，死里

逃生，她想跟他好好过

下去。

等梳洗干净，辛嬷嬷也

已经把欧阳大夫请来。

宋心瑶的手背是浅伤，脚

踝不严重，不是骨折，

但最近还是多休养好。

至于薛文澜，他洗到一

半就痛昏过去了，是小

厮替他穿的衣服。

现下躺在宋心瑶的床铺

上，脸色潮红，呼吸有

点快。

看到了薛文澜，欧阳大

夫脸上出现了比较凝重

的神色，「这位大爷的

水泡千万不能弄破，我

等会开药，内服汤药一天

两日，药浴一天一次，

我这药膏不多，大概只

够擦两天，我调了再送

过来。」

宋心瑶放了心，没有生

命危险就好。

不过……

众人刚刚放下的心，又

吊了起来。

欧阳大夫道：「这位大

爷以后脸上跟颈子都会

留疤，这是没办法的，

老夫医术有限，医不了

这个。」

宋心瑶心想，疤痕不过

小事情，只要人没事，

什么都好商量。

男子汉大丈夫，薛文澜

又不是靠着皮相考上进

士的，容颜有损有什么

关系，男人重要的是肩

膀，不是脸。

「欧阳大夫。」宋心瑶开

口，「您回去把东西拿齐

了，这阵子先住在我们

家可好？诊金我们会加

倍给您，求求您了。」

欧阳大夫想了想，「行，

我回去准备准备。」

宋心瑶松口气，「谢谢

您。」

「大小姐客气。」

宋心瑶坐在床沿，心想，

他先昏过去也好，自己

一点伤都痛得不行，他

的水泡面积这么大，肯

定疼入骨髓。

薛文澜，你快点好起来，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依着

你啦，你说好不好啊……

汪蕊是睡不着了，心想

反正也醒着，不如陪着

女儿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辛嬷

嬷过来，一脸不屑，「

大太太，那个薛太太来

了。」

见到宋心瑶奇怪的神

色，汪蕊道：「大年夜

的，文澜出来后就没回

家，家里人肯定挂念，

所以我让人去通知她

了。」

「母亲大度，女儿还要

跟母亲多多学习。」

「我是看在文澜救你的分

上，不想跟她计较了。

你也不用心梗，就当上

辈子欠了，这辈子来还

债，这样来生就互不亏

欠。你若不想看她就去

内室休息，母亲来应付

她。」

「怎能让母亲替我出头，

母亲去睡吧。明天大年初

一，各家亲戚都会来，

您有得忙了，得休息。

」说完就喊，」遇凤，

送太太回翠风院，给太

太煮一碗凝神汤。」

汪蕊拗不过女儿，想着

明天的确是要接待很多

亲戚，便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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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白这样说，他显然曾用了各

种方法，企图进入地下宫殿。

我不禁摇着头：“你太胆大妄为

了，你能活着离开，已经算是你神通广

大了！”

齐白苦涩地笑了起来：“

你是指墓中有着无数陷

阱？嘿嘿，我要是有机会

遇上那些陷阱，也心甘情

愿，事实上，我花了一年

的时间，还是只在地面之

上，转来转去，你以为我

会有什么危险？”

听得他这样说，我也不禁

有点替他难过，这个人，

一生之中，不知进入过多

少古墓，所有的古墓，只

要是略具规模，或多或

少，都有防止外人侵入的

陷阱，那些陷阱，自然难

不倒齐白。可是这一次，

他却连碰到陷阱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

说，明知有那么大的地下陵墓在，连如

何着手都不能，别说其他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那是他一

生之中最大的挫折，足以令他仔疑自己

盗墓的才能！

齐白这个人，如果不盗墓，不知道去做

什么好，难怪他要感叹人生没有意义

了。

他长嘘短叹，我想了一想：“那也不能

怪你；当年穷数十万人之力建成的陵

墓，你想凭一己的力量去破解，当然没

有可能。”

齐白抬起头来：“你不懂，这不是斗人

多，也不是斗力，而是斗智。”

他说着，指着自己的前额，用力戳了几

下：“是斗智。这一年来，证明我的智

力，及不上三千年前，建造陵墓的那些

设计家。”

我只好道：“由你设计一座隐秘的陵

墓，让他们去找，也未必找得到。”

听得我这样说，齐白侧头想了一想，精

神振作了一些：“也有道理，把东西藏

起来容易，要找出来，就难得多了。”

我作了一个手势，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他又道：“根据你的记述，那个入口

处，如果我在，一定早可以找到入口处

在什么地方。”

我道：“我相信，当时我和白素都想起

过，可是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你，不

然，一定会邀请你一起前去。”

一听得我这样说，齐白又现出了懊丧莫

名的神情。一个人只有在他认为错失了

一生之中最好的机会，或是认为错失了

一生之中最美好的物事，才会有这样懊

丧的神情。

他手捏着拳，在自己胸口捶打着：“当

时我还不觉得什么，自信可以在那里，

至少找到三个以上的入口处。可是我踏

遍了那个地方，却一个都发现不了。譬

如说，如果再有一个九块石板铺成的所

在，我一定可以发现。”

我皱着眉：“每一个出入口，一定不一

样。随便举个例子说，在一丛灌木之

下，可能就是一个出入口，你总不能把

周围几十公里之中的每一棵树，都连根

拔起来看看。”

实，有些事情，当局者迷，
旁 观 者 清 ， 她 心 里 就 看 出
来。

男人由对街走来，赵之荷在那一
瞬，柔了眸光。
江晚照顺着望去。「就是他？」

「嗯。」
「看起来还不错。」
「我也觉得他很不错。」
移不开的视线，不自觉流
泄浓浓依恋，瞎子都看得
分明。
江晚照怡然浅笑。
要他还是要糖，其实根本
不应该这样分割，它们本
来就是一体。
她要的，是「他给的糖」。

番外：谁是S谁是M

卧室内，回荡着男人的粗
喘、以及似有若无的暧昧

啾吮声。
余善谋单手掩面，他在晕乎乎的意
识，依稀追溯到一个小时前，她来
接他，见到他与同事交谈，那位女
讲师情意婉约他有感受到，因此也

一直谨慎地把持着距离与尺度。
接着，画面就跳到这里了。
回家立刻被推倒，他家那口子愈推
愈顺手，完全熟门熟路地坐上来，
再然后……他衣衫不整，横躺在床
上，完全就是被彻底凌辱玩弄的戚
戚惨状，而她坐在他身上，衣着完
整，一件都没脱。好吧，又不是没
被她上过，碍于她现在对他有「合
法使用权」，他决定保持缄默。
宣泄过后，被快感冲刷过的身体，
舒畅慵懒地躺卧在床上，双手抚上
曼妙娇躯，已有余调情，享受一边
爱抚，一边剥光她的情趣。
她表达「生气」的手法，向来很一
致，不难猜。
真正心情不好时，她会背过身去，
自己窝墙角闷着长香菇，等他上前
来抱抱她、疼疼她。
她会自己扑上来抱的「生气」，那
是地盘被觊觎，想要宣示主权，俗

称吃醋。
人是会麻痹的动物，被扑倒个几次
下来……他发现，居然也习惯了。
他闷笑出声。
「笑什么！」赵之荷不太爽，张口
往他肩膀袭击。
力道不重，只是意思意思耍点小脾
气，不舍得真造成他的不适。
每次她一不爽，他就这样笑，问他
笑什么又不说，无法不觉得他在嘲
笑她的狼狈。
她也觉得老是发这种无名火的自已
很无理取闹，可就是控制不了情
绪，又不想真对他发火，只好选择
老方法，至少这么做能让她心里舒
坦一点。
「这里……」配合度十足的受害
者，还自动把脖子凑上去，自己选
角度选方位，长指点了点颈际，她
于是听话地往上凑，在他指定的风
水宝地埋头开垦种草莓。

(03)

当你清楚；自律第一,运气第
二。
你已经把握了未来的方向。
当你学会；热情第一；聪明第
二。
你已经知道人与人交往的关键。
当你明白；集体第一；个人第
二。
你已经知道如何操作团队协作。

(111)

(81)

“如果令尊不敌，你又如何是那‘吸血

残神古森’的对手……”

“家父万一不敌已遭不幸，做女儿的岂

能偷生！”

陈霖不由暗暗点头，沉声道：“玲妹不

会拒绝我和你一道前往？”

楚玲芳心大慰，但表面上仍是冷静肃

穆的道：“如你愿意，我当然不会拒

绝，但我不勉强你去做也许你不愿意的

事！”

“哈哈，玲妹的忧苦，我没有理由不分

担！”

楚玲心里感到无可言喻的甜蜜，不期然

的展颜一笑！

陈霖也报之一个会心的微笑，道：“我

们走吧？”

“好！”

忽然，一条纤纤之人影，飞泻落在两人

身前，身材婀娜，曲线浮凸玲珑，但再

往上看，却是一张其丑无比的脸，这

真是造物者的恶作剧！陈霖心头陡然一

震，惊喜莫名的道：“是你，翠妹！”

来的正是大别山中，身负重伤，为“天

音叟”带走的钟小翠。楚玲一听对方的

称呼，一缕微妙的感触突升心头，但当

眼光落在对方奇丑无比的脸上时，心里

又释然了，代之的是惊诧！

钟小翠犀利的眸子，一掠楚玲之后，向

陈霖道：“霖哥，这位是谁，她长的多

美啊！”

这句酸溜溜的话，使得楚玲讪讪地满不

是意思，心中疑念顿起：她是谁？

她与霖哥是什么关系？

霖哥难道真的会爱上这奇丑无比的女

子，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陈霖也不由俊面微热，道：“她是玲

妹……啊……她叫楚玲！”转面又向楚

玲道：“玲妹！这是我的师妹，叫钟小

翠！”

楚玲眼里飘过一抹疑云，道：“师

妹？”

“是的，家父和翠妹的父亲是同门师兄

弟！”

“哦！”楚玲恍然而悟，初时她尚以为

钟小翠也是血魔门人哩！

陈霖无限关怀的细细打量了钟小翠一阵

子，才道：“翠妹，你

的伤完全好了？”

“嗯！你还记得我这丑

妹妹吗？”

陈霖不由一愣，接着尴

尬的一笑道：“翠妹这

是什么意思，我受钟叔

叔遗示，要我照顾你，

钟叔叔对我的大恩，粉

身难报，怎的翠妹会说

出这等话来？”

楚玲一听对方的关系，

强忍住一口气，别过头

去，故作不知！

钟小翠冷笑一声道：“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何需人照顾！”

陈霖委曲求全的道：“翠妹，不管你怎

么说，尽其在我！”

“哼！”

陈霖怕话越说越僵，他何尝不知道对方

言中之意，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且

产生在一种男女之间微妙的心理上，

换句话说，只有爱才会产生妒，心里暗

道：“翠妹，我不是嫌你丑，美与丑真

正的分别，并不在容貌上啊！但我已经

有了一个吴如瑛，又缠上了一个楚玲，

我如何能再爱你呢！”

当下转过话题道：“翠妹，那位‘天音

叟’前辈呢？天幸你已经没事了，不然

的话……”

钟小翠眼里奇光一射，道：“怎么

样？”

“当日我曾经向七大门派的人宣布，如

果你有不测的话，我要血洗少林寺！”

陈霖的眼中，又不自禁的现出骇人煞

光。

钟小翠娇躯不禁为之一震，虽然她和他

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已约略的窥见了他

的性格，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从这句

话里，她体会到了一种异乎寻常而很深

的发自对方内心的关切，情不自禁的叫

了一声：“霖哥！”

楚玲也被陈霖这句充满恐怖意味的话，

惊得转过面来！

陈霖再次道：“翠妹，天音前辈呢！”

“你要找他？”

“是的！”

“有什么事吗？”

“第一，我要亲自向他致谢对翠妹你援

手之德……”

钟小翠双眼一眨，脆生生的一笑道：“

这倒是不必了，那第二呢？”

“第二，我要向他请教三师叔‘飘萍客

李奇’的下落！”

钟小翠眼里忽现一种近似神秘又似揶揄

的色彩，道：“如果他不告诉你呢？”

陈霖顿了一顿之后，神情严肃的道：“

恐怕做不到！”

“哟，你要对他用强？”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116)

书

因

其



快速升高，导致
结膜充血，出现
眼睛发红、眼胀
疼、视物模糊，甚至
头疼头晕、恶心呕吐
等症状，建议及时就
医，以免贻误病机。

血管破裂。美国克利夫
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
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
发炎，甚至破裂了。除了病
理因素，眼睛发红可能是结
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但
这种情况和眼睛血丝多的表
现截然不同，往往是眼白、

眼球发红，并不会导致失
明，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
的，冷敷后就能缓解，72小
时后可考虑热敷，同时密切
观测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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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垃圾收费各国经验不少

吃出健康

低GI食物,没想像得完美
同种食物，换种烹调方式就可能变高升糖，合理搭配和用对方法最重要

中国注册营养师 李园园

家庭医生

眼里血丝不都是累出来的

在法国，生活垃圾处
理费用为“垃圾税”，包
含在地产税里同时收缴，
其中仅8%上交国家，剩
余留给市政府，因此具体
费率可由地方自由设定，
并经当地社区委员会投票
表决。法国税务部门数据
显示，2020年垃圾处理税
收达71.37亿欧元（1欧元
约合人民币7.1元），较
2019年增长1.8%。

近年来，为减少垃圾数
量、推动垃圾回收利用，
法国政府开始调整垃圾
税，在一些城市引入家庭
垃圾税的“激励定价”，
避免出现垃圾“扔多扔少

都一样”的现象。这一政
策将“垃圾税”分为固定
部分和根据产生的垃圾数
量（体积、重量或收集次
数）计算的可变部分。可
变部分所占比例每年经协
商确定，大约占税收总额
的10%~45%。因此，垃圾
越少，所缴费用就越少。

法国贝桑松市在2008年
引入了这一收费标准，并
自2012年开始全市推广。
法国环境和能源管理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8
年间，贝桑松市的残余垃
圾减少了35%，同时可回
收垃圾收集量增加了11%
，玻璃增加了6%。当地市

政工作人员克莱尔·巴洛
表示，引入“激励定价”
政策后，既增加了居民垃
圾分类回收的意识，也减
少了垃圾处理成本，因此
市民对这一收费制度普遍
表示欢迎。

法国环境和能源管理
局数据显示，截至20 2 1
年，已有超过200个市镇
实施该制度，可减少41%
的残余家居废物，使包装
和纸张的收集量增加30%
。不过，从实践角度看，
设置“激励定价”需要更
多人力和财力的支撑，因
此在全国推广仍有一定难
度。▲

编者按：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

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全面落实生活垃

圾收费制度，推行非居民用户垃圾计量收费，探索居民用户按量

收费。在一些发达国家，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已实施多年，对改善

环境起到积极作用，积累了不少经验。

日本的生活垃圾回收
基本由各地方政府负责，
因此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收
费上不尽相同。从大方向
来看，主要可分为资源垃
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
圾、大型垃圾，以及家电
类可再利用垃圾；收费
上，各地方则以免费和收
费并行模式为主。资源垃
圾主要指塑料、易拉罐、
玻璃瓶、废纸、布类等可
回收再利用的垃圾，通常
实行免费回收。

大型垃圾一般指最大边
长超过30厘米的物品，日
本各地政府主要采取使用
回收券的方式进行有偿回
收。居民需提前购买各区
政府指定的回收券，将一
定面值的回收券贴在大型
垃圾上，收集日当天将其
放到指定位置即可。以东

京都目黑区为例，居民必
须提前通过电话或网络，
提交需要回收的大型垃圾
的品类、规格和数量，以
及希望回收的具体时间。
预约时便可看到每件垃
圾的处理费用，比如一个
单人沙发的回收费为600
日元（1日元约合人民币
0.05元），单人床垫则为
1000日元。另外，根据日
本现行的《家电用品再生
利用法》规定，空调、电
视、冰箱、洗衣机等必须
向家电销售商或家电回收
中心申请回收处理，用户
需支付回收费和搬运费。
东京家电回收受理中心的
价目表显示，一台洗衣
机和一台170升以下冰箱
的回收费和搬运费合计约
6900日元和5700日元。

当前，日本对可烧垃圾

和不可烧垃圾的收费趋势
也日渐明显，一般通过居
民购买当地政府指定的垃
圾回收袋来实现，45升垃
圾回收袋的价格为10~80
日元/个。如果每次回收
使用2个垃圾袋，每个算
50日元，每周收集2次，
则居民负担的垃圾回收费
用为800日元/月。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
城市都实行家庭垃圾收费
制度。2021年有关调查显
示，除大件垃圾外，对其
他生活垃圾实行收费的日
本地方政府比例为58%，
而2008年和2016年分别为
39%和55.4%。因此，日
本媒体认为，随着环保意
识和相关法律的日益发展
和完善，未来日本对生活
垃圾全面收费将是不可避
免的趋势。▲

日本：全国推广势不可挡

美国是全球人均垃圾产
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
2018年，美国城市生活垃
圾量约为3亿吨，平均每个
美国人每天产生约2.2公斤
的城市固体垃圾。其实，
早在19 2 0年前后，美国
就开始实行垃圾处理收费
制度。以弗吉尼亚州费尔
法克斯县为例，垃圾回收
站可免费接收大多数可回
收物品，但树枝、电器、
轮胎等需特殊处理的垃圾
则会按体积或重量进行收
费。2021年7月~2022年6
月，其垃圾收费价格为：
一般生活垃圾，1~5个标准
垃圾袋（约121升/袋）的
最低收费为14美元（1美元

约合人民币6.7元），6~10
袋为19美元；60岁以上老
人可享优惠，1~2袋垃圾的
费用是6美元；若按重量计
算则需66美元/吨。

其他类型垃圾也有明确
标价。例如，树枝为47美
元/吨；庭院垃圾（树叶
或草）的最低收费为14美
元/袋、64美元/吨；砖、
混凝土、泥土和岩石的最
低收费为35美元/袋、76
美元/吨；白色家电（需
去除制冷剂或电容器的设
备）和重约9千克的煤气
罐均为10美元/个；轮胎9
美元/个、185美元/吨。
而且，自2005年开始，加
利福尼亚州实行电子垃圾

收费，生产厂商和零售商
在出售电子产品时，向消
费者预收一定处理费用，
作为特殊税缴纳给政府。

此外，公寓楼每层都设
有放置可回收垃圾的垃圾
间，和直通底层垃圾车的垃
圾管道，用于扔不可回收垃
圾。垃圾处理费由城市卫生
署收取，且每栋公寓的收费
标准并不统一。例如，记
者所在公寓每月收取10.4美
元，而有些公寓可能更贵。
对于废旧家具家电等大件
垃圾，若不能二手转出，
就需请垃圾搬运公司处理，
收费可高达几百美元；居民
也可将其运到垃圾处理站计
费。▲

美国：不同垃圾明码标价

1992年，韩国人均垃圾
产生量为1.8公斤/日，其
中只有7.5%被再利用，
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
垃圾填埋场趋近饱和。在
环境团体的敦促下，韩国
政府从1995年1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生活垃圾
计量收费制度。到如今，
垃圾环保处理的观念已深
入人心。韩国人已经把是
否正确分类垃圾，作为评
判居民道德和责任感的标
准之一。

韩国将生活垃圾分为
四类：可回收垃圾、食物
垃圾、大型废弃物品和一
般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
分为金属、废纸、玻璃、
塑料等。一般生活垃圾和
食物垃圾需使用专用垃圾
袋，其售价中包含垃圾收

集、运输及处理费用，
因此比一般的塑料袋贵很
多。一般生活垃圾袋为20
升，价格平均为500韩元
（1韩元约合人民币0.005
元）；食物垃圾袋基本为
2升，价格平均为20 0韩
元，超市、便利店都有
售卖。至于家电、衣柜等
大型废弃物，在处理前，
居民需先向当地有关部门
申报，工作人员对废弃物
进行检查、贴标签、收取
费用后，再由有关部门收
走，可有效减少电子垃圾
的二次污染。据了解，扔
掉一个400升冰箱大概要
交1万韩元处理费。

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严格
约束着韩国人对生活垃圾
的投放，若没用规定袋子
或不按规定时间扔垃圾，

罚款可高达100万韩元。
不仅如此，如果错过当天
规定的扔垃圾时间，就要
保存到下次收垃圾时再
扔。

垃圾计量收费制执行
初期，出现不少居民不
配合，垃圾随处乱丢的情
况。因此，韩国政府建立
了一套严密的监督与执行
体系，极大调动了居民的
监督意识、参与意识及积
极性。例如，政府设立 “
官民共治”模式，建立奖
赏举报食物类垃圾非法投
放制度，并在每个居民生
活垃圾收集站安装摄像监
控设备。首尔市资源循环
科科长表示，实施垃圾计
量收费制度后，首尔市生
活垃圾产生量减少了1/3，
垃圾回收量则增加1倍。▲

韩国：不守规则高额罚款

法国：阶梯收费鼓励少扔

这几年，升糖指数（GI）不仅备
受研究者关注，不少消费者也将其
看成选择食物的重要指标。但我发
现，很多人并不清楚其真正含义，
还存在不少误解。

升糖指数（GI）是指标准定量下
（一般为50克）某种食物中碳水化
合物进入人体两个小时内引起血糖
升高的相对速度。GI在55以下的，
为低GI食物；GI在55~70之间的，为

中等GI食物；GI在70以上的，为高
GI食物。全谷杂豆大多为低GI食
物，比如大麦、黑麦、燕麦、
红豆、绿豆等；水果中，低GI

的有苹果、桃、梨、樱桃、橘子、
柚子、猕猴桃等；肉类、大豆类、
奶类、坚果类、蔬菜类大多也属于
低GI食物。对于这类食物，大家往
往有以下几个误解。

误解一：低GI的食物可以多吃。
对于富含淀粉的主食来说，GI值低
往往意味着食物的加工程度低、
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等，鼓励绝大多
数人适当多吃。不过，也有很多
例外，比如果糖，GI值只有23，比
很多粗粮都低，属于典型的低GI食

物，但它跟葡萄糖、白砂糖一样，
都属于需要限量的精制糖，摄入
过多会增加肝脏负担。并且，低GI
食物并非人人适合，本身胃肠功能
就不是很好、消化吸收能力比较脆
弱，以及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如
果吃太多，容易导致肠胃不适、引
发低血糖等健康问题。

误解二：同一食材的GI值是固
定的。GI值与烹调方式、加工工艺
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加工越小
越细、温度越高、结构越疏松，
食物GI值就越高。例如煮玉米的GI
值是55，属于中低GI食物；而磨成
粗粉煮熟的玉米面，GI值就变成68
，属于中GI食物；经过膨化工艺做

成玉米片后，GI值就升高至79，属
于高GI食物。再比如土豆，煮的话
GI是66，微波炉烤变成82，做成土
豆泥则高达87，跟白米饭、白馒
头差不多。

误解三：低GI等于低热量，有
助减肥。食物的GI除了与本身的碳
水化合物类型、结构、含量、加工
以及烹调等有关系，也会受到其他
膳食因素的影响，包括蛋白质、膳
食纤维、脂肪、一些植物化学物质
等都有利于“阻碍”血糖上升的速
度，也就是降低GI值。例如香蕉，
因为有膳食纤维、酚类等成分的
存在，它的GI值是52，属于低GI食
物，但却是水果中的热量高手，含

糖量在 20%以上。
就单一食物而言，GI对于选择主

食的指导意义较大。GI低的主食不那
么容易被消化吸收，多是一些全谷
杂豆类以及薯类，这类食物相对来
说饱腹感强，也更“扛饿”一些，
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朋友来
说非常适合。此外，注意合理搭配
也可以把高GI的单一食物，吃出低GI
的完整一餐。比如，红薯本身低热
量，煮红薯GI值却达到77，属于高GI
食物，此时搭配一些富含膳食纤维
的果蔬和富含蛋白质的肉类一起吃
就没问题。例如，200克红薯+一盘
香菇小油菜+70克柠檬龙利鱼，就是
低GI又营养均衡的一餐。▲

睡前洗漱照镜子时，
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眼里
布满血丝，但大多不以为
意，认为这可能跟熬夜、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等有
关，导致眼睛累了。眼里
有血丝，很多人会通过适
当放松或使用人工泪液的
方法来改善。但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血丝都是累出
来的。

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
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
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一
定刺激，从而导致结膜充
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
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后
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
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
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
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需
细心甄别。

眼部感染。如果眼球表
面受到细菌或病毒入侵，
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
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
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
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
伴随疼痛、畏光及视力减
退;如果是角膜炎、前部巩
膜炎等情况，可能没有或
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如果
是急性结膜炎(红眼病)，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李 双

可伴随黏液性分泌物。
眼部过敏。部分过敏

性体质者在接触某些物质
时，如花粉、动物毛屑，
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也
会造成眼睛发红、发痒，
而且越揉越痒，还可能有
白色或透明分泌物。患有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等疾病的人，更有可能同
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

眼压升高。青光眼是一
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
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
急性发作时，患者的眼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