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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科 威 总 统 周 三
（30/11）上午在雅加达丽
思卡尔顿酒店（The Ritz-
Ca r l t o n）召开有关2022
年投资的全国协调会议时
说，“这是有关APBD，
趁大家都到齐，有省长、
县长、市长，但我要提醒
的是，我们正在寻找外资
投入，这样资金流量将会
提升；而我们财长转给地
方的资金其实并没有拿来
用。”

根据财政部长的数据，
截至2022年10月底，存放
在银行的地方政府资金达
到27 8 . 8 3兆盾。总统表
示，贯彻落实这些资金将

可在当前困难的形势下推
动区域经济增长。

总统阐明，“我们辛
辛苦苦在寻找投资，因而
可以获得资金流入，但已
经在我们口袋的资金却
不用，这不是白费心机
吗。278兆盾确实很大，
巨大，非常大。如果尽快
落实，尽快采购，这将影
响地区的经济增长，但要
谨慎。”

总统表示，他已命令
内政部长狄托·卡纳威安
(Tito Karnavian)对每个地
区没有实现预算深入检查。
储存的资金比去年同期仅
210-220兆盾还要大。

“一般而言，通常是
在年底落实，也就是1 2
月，但今年没有。如果我
们将它与往年进行比较，
这差别就太高了。借款利
息是需计算的，货币成本
真的很大。如果还是这样
就表明我们不了解，大笔
资金是要付费的，”他如
是说。

总统透露，已落实的
国家支出金额将高于地区
支出金额，比率为76%和
62%。

他补充说，“要知道，
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要
多注意点。也就是说我们

总统提醒地方领导人

尽快落实APBD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总统府内阁秘书处网站】我国总统佐

科威命令地方领导人尽快落实地方收支预算

（APBD），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但已经在我们口袋

的资金却不用，这

不是白费心机吗。

周三（30/11）,佐科威总统在雅加达丽思卡尔顿酒店召开2022年投资的全国协调会议。

辛辛苦苦地寻找资金流
入，通过投资寻找投资

金流入，但是自己口袋里
的资金却没有拿来投资。

这要注意，这是大错特
错。”（fd）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中央银行发布数字盾币的
研发高层次设计白皮书，
阐释了印尼央行数字货币
（CBDC）体系的研发背景
和其好处及风险考虑。

在印尼央行年度会议中
发布会上，贝利·瓦尔基
约（Perry Warjiyo）强调
数字盾币是旨在加速数字
化的支付政策之一。

周三（11月30日），贝
利发表正式声明称：“将
分阶段实施数字盾币，从
批发型数字货币、销毁和
不同银行间转账开始。”

然后是，将以货币市场
业务模式扩大实施数字盾

币，并最终以端到端的方
式对批发型和零售型数字
盾币进行统一整合。

该白皮书的发布是“嘉
鲁达项目”的初步步骤，
即一个对各种数字盾币设
计方案的探索倡议予以保
护的项目。

数字盾币研发的关键驱
动器是强调作为唯一货币
发行机构的央行的作用和
职能，包括数字货币（主
权数字盾币），强化印尼
央行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和加速国内数字金融的统
一。

冀望该白皮书的发布
能够成为未来央行数字

货币设计研发设计的催
化剂。印尼央行深信央
行数字货币能够在数字时
代中维护盾币主权，包括
对经济和数字金融的统一
提供支持及为更加平等和
可持续的金融包容性创造
机会。

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本
身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
支持，包括与他国央行和
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贝利说：“未来央行
数字货币进展并不是一种
选择而是必然。中央银行
还需要进行探索和试验，
以应对未来数字货币问
题。”（cx）

印尼央行发布数字盾币研发设计白皮书

周三（11月30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召开的以“协同与创新加强韧性和复兴，迈向发达
的印尼”为主题央行年会上，佐科威总统（左四）、贝利行长（左三）、丝莉财长（右
四）等合影留念。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总裁和世界贸易
组织（WTO）总干事周二
（29/11）发出警告，去
全球化将对全球经济带来
负面影响，相反的，鼓励
明智的举措将使供应链多
元化。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在
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
茨（Olaf Scholz）会面后
发表讲话说，继COVID-19
大流行和俄乌战争之后，
全球化正面临自二战以来
的最大挑战。

“倒洗澡水不能把婴儿
也倒了，”她说。“不要
中断可让我们都变得更好
的交易。”

WT O总干事奥孔乔-
伊韦阿（Ngozi Okonjo-
Iweala）在同一个新闻发布
会上发表讲话，回应了以上
观点。据世贸组织估计，从
长远来看，将全球经济分成
两个贸易集团将使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减少5.0%。

“从贸易退步成为保护
主义将使我们更难，而不

是更容易，解决我们现在
面临的问题，”奥孔乔-
伊韦阿说道。“保护主
义、退耦、分裂化将很烦
扰人，而且付出的代价很
高。”

奥孔乔-伊韦阿和格奥
尔基耶娃均表示，去全球
化和分裂化的影响将对发
展中国家和其市场产生最
严重的影响。WTO总干事
表示，这些国家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受到的影响将
达到两位数。

奥孔乔-伊韦阿概述应
以明智的方式集中精力在
制造的步骤，并警告不要
太依赖“维持朋友”。

“谁是朋友？今天的

朋友明天可能会翻脸成
仇，”她如斯说。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
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
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放缓。她
说，数据表明明年的全球增
长率将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10月中旬预测的2.7%。

商业和消费者情绪表明
了今年第四季度的活动疲
软，而2023年将持续朝着
相同的方向发展。

她表示，全球约三分之
一的经济体，以及欧盟约一
半的经济体，将在2023年陷
入衰退，她补充称，预计目
前的通胀将持续更长时间，
不过明年可能会逐渐降至
6.5%左右。（fd）

国基组织和世贸组织提醒
去全球化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

IMF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发表讲话。

【本报雅加达讯】佐
科威总统对目前投资不
再是主要集中在爪哇岛
感到愉快高兴。佐科威
在20 2 2年投资全国协调
会发表致辞，称目前爪哇
岛以外的地区投资率达到
53%。

周三（11月3 0日），
佐科威说：“我很高兴听
到最新消息，说现在爪哇
岛以外的地区投资率已经
达到53%。”

佐科威紧接着对北马鲁
古省经济增长率达到27%
赞不绝口，甚至称这是全
球最高的。他提醒北马鲁
古首长不要因自满导致经
济增长下行。

他说：“世界上没有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
率能够达到27%这么高，
可喜的是特尔纳特市场上
的通货膨胀率仅3.3%。
请再接再厉，不要被我称
赞就得意忘形，否则高增

长难以持续。”
地方预算资金只存放不动用
当得知高达278万亿盾

的地方预算资金仍存放
在银行时，佐科威对此
大发雷霆。他提醒全国首
长要动用地方预算资金，
否则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影
响。

佐科威说：“我们招商
引资，自己口袋里的钱却
不使用，278万亿盾可是
大数目啊。”

佐科威对地方预算资金
要到12月才能实现的借口
表示不接受。回顾过去几
年，10月份被存放在银行
不动用的地方预算资金均
为 210万亿盾。

佐科威下令内政部长狄
托·卡尔纳威安对此问题
展开调查。

20 2 2年国家预算支出
实现率达到7 6%，而地
方支出实现率为6 2%。
（cx）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2年11月30日）

累计确诊 : 6,664,844 例
疑似患者 ：     5,432 例
新增病例 :     5,609 例
累计死亡 :   159,830 例
累计治愈 : 6,445,73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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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表示无比喜悦

投资不再是集中在爪哇岛

【本报雅加达讯】印尼
农业部报告称全国24个省磨
坊的大米产量高达61万632
吨可供国家物流局（Bulog）
使用，以满足无论政府大米
储备还是商业的需求。

周三（11月3 0日），
农业部农作物管理总局数
据评估与报告协调员巴塔
拉·希阿基安发表书面声
明称，已向国家物流局总
经理发送关于大米详细数

据和其位置信函。
农业部强调一些地区的

大米库存足以满足国家物流
局仓库对大米的需求量。

该大米库存消息报告
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农业
部、国家粮食局、粮食国
有企业和国会第4委员会听
证会的结果。

巴塔拉说：“中央统计
局（BPS）是可信的，因
为事实证明市场上不缺大

米，当然价格各不相同，
要看位置而定。”

巴塔拉希望国家物流
局能够尽快使用该大米产
量，不必再进口大米，因
为本国农民能够满足国家
物流局的需求。

他说：“跟全国大米产
量相比，其实国家物流局
的大米储备仓库的需求量
是很小的，农民不可能满
足不了。”（cx）

农业部称24省磨坊大米产量高达61万吨
可供国家物流局使用

江泽民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江泽民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
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新华网30日讯】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
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
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
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

逝世，享年96岁。江泽民
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
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
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
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
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
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
创立者。
（相关新闻见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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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总统号召使用国内产品
促进工业效益节省外汇

佐科威总统在推动政府增加国内产品的使用方
面表现出了一贯的态度，此前就使用国内产品发
布了2022年第2号总统指令(Inpres)。11月29日周
二，佐科威总统在线监督2022年第2号总统指令执
行情况协调会议上表示:“我要求从上游到下游进
行重大改进。”

佐科威总统概述了政府必须实施的四项战略，
以增加国内产品的使用。

国家元首说：“首先，增加拥有国产元器件等
级证书（TKDN）的国产产品，以提高国产品的质
量。但是，必须简化让微、小型企业和合作社产品
获得认证的过程，不要刁难和加重他们的负担。

二，加快数字化进程，增强国产和微、小、合
作社产品的使用决心。总统要求在电子目录和网上
商店中显示上述产品的购买情况。政府机构也被要
求使用政府或地方政府信用卡。

三，加大进口替代产品的研发力度。
四，为开发和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投资者和行

业提供激励。” 
佐科威总统认为，购买国内产品可以创造就业

机会，振兴国内的小型工业。其影响是，国民经济
将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和增长。

根据政府商品/服务采购政策研究所(LKPP)的
一份报告，目前国内产品的使用达到547兆盾，占
44.9%。这一成就被认为是不错的，它表明在国内
产品上的支出有所增加。

行政改革和官僚改革部长阿卜杜拉·阿兹瓦尔·
阿纳斯（Abdullah Azwar Anas）说，国产品使用的
增加是总统必须立即作出回应的一个实际问题。增
加国产品的使用成为专题官制改革的焦点之一。

将国内产品的使用作为政府机构官僚改革评估
的一部分，将鼓励政府预算的使用目标正确、高
效，并优先使用国内产品以满足政府对产品、服务
和资本的需求。阿纳斯解释说:“如果电子目录的
支出更大，国内产品份额也更大，那么其官僚改革
（RB）的评价就会更好。” 

佐科威总统继续监督其政策的措施非常好。这
是因为政府出台的政策往往没有得到适当的监督和
监测，因此经常半途而废。

增加国内产品的使用政策很好，受到企业界的
普遍欢迎。除了促进国内工业的业绩外，该政策还
对节约使用外汇产生了正面影响。在当前印尼盾汇
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该政策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支持热爱国货的号召，这确实需要给予响
应。去年，工业部的目标是到2024年，区域绩效
津贴（TKD）平均得分达到50%。这一目标载于
2020-2024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RPJMN)文件中。

我们很高兴看到总统大力的鼓励以增强对国货
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大，应成为民族产品
的营销舞台才是。不要让舶来品充斥国内市场，导
致我们自己的生产商被边缘化。

目前的国内产品，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各种设备
的质量，都在不断提高，并不逊于国外产品。问题
是，政府的政策往往不利于当地生产商，使他们
因舶来品充斥市场而蒙受损失。我们的确看到纺织
品、洋葱、大豆、大米、糖、盐、凤尾鱼和许多其
他商品的大量进口。

政府必须坚持通过辅导生产者提高生产质量，使
国内产品成为本国王者的政策。没有该政策的一致
性，我们再怎么响应对国货的热爱，也难于成功。
因此，政府必须始终如一地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
扩大其市场营销，使当地生产商获得更大利益。

保持国家经济韧性

总统强调财政和货币的协同作用
【内阁秘书处网站】佐科威总统表示，在面对2023年仍充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

的全球形势，印度尼西亚必须保持乐观，并保持谨慎和警惕。在制定政策时，总统

强调要继续加强财政和货币的协同作用，使由此产生的国家经济政策在增强韧性和

振兴国民经济方面为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总 统 周 三 （ 1 1 月 3 0
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
大会堂举行的2022年印
度尼西亚银行/印尼央行
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都必须对明年持乐观
态度，但我们必须小心谨
慎。每次制定政策时都必
须保持警惕，必须始终谈
论财政和货币问题，以便
所有现行的政策都能真正
有利于人民和国家。”

佐科威总统强调在应
对这些全球状况时必须关
注的三件事：

首先是出口。总统表
示，由于受到中国和欧盟等
印尼贸易伙伴经济形势的影
响，去年和现在都跃升至很
高水平的印尼出口额在来年
可能会出现下滑。

总 统 说 ， 由 于 零 
COVID-19 政策，中国
的经济正在下滑。欧盟也
是一样，经济下滑是肯
定的，什么时候衰退，
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
也是一样，联邦基金利率

继续上升，这意味着抑制
增长，经济将不可避免地
走弱。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量很大，对中国的出口量
很大，对欧盟的出口量也
很大。因此，必须小心谨
慎。

第二是投资。总统评
估，政府进行结构改革的
努力提高了投资者的信任
度。然而，这必须在现场
得到妥善实施。

总统说，在2023年，
政府设定1400万亿盾的
投资目标，比2021年的
90 0万亿盾，或比20 2 2
年的1200万亿盾有所增
加。尽管这并不容易，因
为所有国家都在争取投
资。但总统相信，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的公平发展将
能够吸引投资者到印度尼
西亚投资。

总统叮嘱所有部门、
省长、县长和市长，不许
任何人刁难扰乱投资框架
内的资本流入，因为这
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之

佐科威总统周三（30/11）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2022
年印尼央行年会结束后，在印尼央行行长贝利和经济统
筹部长艾尔朗卡的陪同下向记者发表讲话。

一。总统说，建设发展的
均衡分布也对增加新的经
济增长点，以及爪哇岛以
外的投资产生了重大影
响，例如西努沙登加拉的
曼达丽佳（Manda l i ka）
，东努沙登加拉的拉布
安.巴佐（Labuan Bajo）
和中苏拉威西的莫罗瓦利
（Morowali）旅游区。

第三是家庭消费。总
统强调维持对国民生产
总值（GDP）有重大影响
的家庭消费的重要性。
总 统 说 ， 小 心 食 品 供
应，小心能源供应。确
保这些供应使家庭消费
继续良好增长，这样我
们的增长才会符合我们
设定的目标。（pl）

【内阁秘书处网站】
政府致力于矿产材料下游
化，已获得加倍的附加
值。佐科威总统要求，停
止原材料出口的不仅是
镍商品而已。总统周三
（11月3 0日）上午在雅
加达丽思卡尔顿酒店召开
20 2 2年国家投资协调会
议时强调了这一点。

佐科威总统说，我已多
次传达了这一点，这是我们
想要从下游业获得附加值的
事务，我们不能再以原材料
的形式出口了。一旦获得投
资，我们就会与外部或内部
合作，或中央与地区合作，
或雅加达与地区合作建造下
游业。我们将获得附加值。

总统举例说，几年前
印尼还在以原料形式出口
镍，价值只有11亿美元。

在国内出现冶炼厂和政府
停止出口镍矿石后，2021
年的镍出口量猛增18倍，
达到208亿美元，或超过
300万亿盾。

政府采取的政策引起了
欧盟在世贸组织（WTO）
的诉讼。佐科威总统表
示，我国在世贸组织的失
败并没有阻止政府继续其
将铝土矿等其他采矿材料
下游化的政策步骤。总统
说，下游产业也将激发印
尼贸易顺差。

佐科威总统强调说，
提起诉讼是其他国家的权
利。以欧盟为例，如果在
印尼加工镍原材料，欧盟
的很多行业就会倒闭，失
业率就会上升。不过，印
尼也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权
利。

总统说，我们想成为
一个发达国家，我们想创
造就业机会，如果我们被
起诉就感到害怕，我们将
会退步，不会成为发达国

家。所以，我对部长说，
继续前进，不能停下来。
不要只停留在镍矿，而要
继续在其他的矿产建造下
游产业。（pl）

继续在其他矿产建造下游产业

总统称虽在WTO败诉但不要止步于镍矿

【 安 达 拉 新 闻 网 】
在印度进行工作访问的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
部 长 玛 弗 德 （ M a h f u d 
M D ） 和 印 度 总 理 莫 迪
（Narendra Modi）举行
会谈，这次会谈以谈论
我国与印度共同合作打
击激进主义的威胁。

玛弗德在记者招待会中
阐述，我国与印度一致赞同
在各领域不断加深合作，包

括在教育合作，搜救合作和
防止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合
作。印度总理莫迪在这次会
谈中赞赏我国成功担任G20
领导人峰会。

出席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峰会期间，印度总理
莫迪也赞赏佐科威总统与
G20峰会领导人一同种植
红树林的活动，莫迪总理
也计划在印度种植红树

林。同时，玛弗德也与居
住在印度新德里的我国民
众代表举行会谈，并由我
国驻印度大使特别准备此
活动。

玛弗德在致辞中表示，
维护国家的名誉方式就是
预先维护自己的名誉，向
居住在印度新德里的我国
民众讲解我国民主的动
力。玛弗德呼吁我国居民
一直维护对印尼的效忠，
还有为我国建设作出积极

的贡献。
此外，玛弗德也与印

度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

长举行会谈，也为在宗教
间研讨会上进行主旨发言
人。（yus）

政法安统筹部长与印度总理会谈

讨论共同合作打击激进主义威胁

政治、法律与安全统筹部长玛弗德和居留在印度新德里的
我国民众代表举行会谈。

【点滴新闻网】佐科
威志愿者在香港举行印尼
人民审议会议（Mus r a）
，通过这次印尼人民审议
会议调查结果显示，在
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潜在
竞争者包括中爪哇省长甘
加尔·普拉诺沃（Ganja r 
Pranowo）和国防部长帕拉
波沃（Prabowo Subianto）
，从业党总主席艾尔朗
卡·哈尔丹托（Airlangga 
Hartarto）。

根据在香港举行印尼
人民审议会议调查结果显

示，甘加尔获得189票，艾
尔朗卡获得148票排第二名
和排第三名的帕拉波沃获
得112票。

“甘加尔支持率为20%
，艾尔朗卡支持率为16%
排第二位，帕拉波沃支持
率为10,26%、总统府幕僚
长慕尔多科（Moeldoko）支
持率为10,26%、旅游与创
意经济部长善蒂雅戈·乌
诺（Sandiaga Uno）8,41%
、雅京特区前省长阿尼斯
（Anies Baswedan）支持率
为6,77%、国营企业部长埃

里克·多希尔（Erick Tho-
hir）获得5,57%支持率、

企业家Arsjad Rasjid获得
5,02%、西爪哇省长利德

宛·卡米尔(Ridwan Kamil)
获得4,69%支持率和陈明立
（Hary Tanoesoedibjo）获得
3,82%支持率。”这是根据
印尼人民审议会议指导委员
会安迪加尼（Andi Ghani）
于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中
这样表示。

安迪加尼还表示，自印
尼人民审议会议召开以来，
陈明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
在香港。此外，在副总统候
选人也有艾尔朗卡的名字
列排第一名获得16,81%支
持率，接着政法安统筹部长

玛弗德（Mahfud MD）获得
14,52%支持率、利德宛·
卡米尔获得12,56%支持
率、Arsjad Rasjid支持率为
11,35%、善蒂雅戈支持率
为10,05%、埃里克支持率
为9,28%和慕尔多科支持率
为8,41%。

在香港举行的印尼人民
审议会议，主要可以听取
民众对2024年正副总统候
选人的声音，他们要求亲
民廉洁和忠厚的领导人被
推举为2024年正副总统候
选人。（yus）

佐科威志愿者在香港举行Musra 

甘加尔名列榜首 副总统候选人艾尔朗卡排第一

佐科威志愿者宣布在香港举行的印尼人民审议会议调查结果。

国家警察总长李斯蒂奥（Listyo Sigit Prabowo）周三（11月30
日）在万丹省南丹格朗县Pondok Cabe警察机场举行的遗体交
接仪式上，向属于国家警察NBO-105直升机的飞行员Briptu M 
Lasminto和Bripda Khairul Anam遇难者的家属致意。Briptu M Lasminto
和Bripda Khairul Anam是11月27日在邦加勿里洞群岛省的Manggar
水域坠毁的NBO-105直升机四名遇难者中的两名。（pl）

国家警察NBO-105直升机遇难者遗体
抵达南丹格朗县Pondok Cabe机场

佐科威总统周三（30/11）上午在雅加达丽思卡尔顿酒店
召开2022年全国投资协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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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塔拉社泗水讯】
东 爪 省 盐 农 社 区 协 会
（HMPG）主席Muhammad 
Hasan对政府出台2022年
第126号有关加速发展国
家盐业的总统条例的步骤
表示赞赏。

他 在 泗 水 对 记 者 说
道：“这是政府为支持国
家盐业发展而采取的良好
举措。”

鉴 于 在 2 0 2 4 年 后 ，
除了用于满足氯碱工业
（CAP），已再没有进口
盐来满足工业需求，上述
总统条例有利于盐农。因
此，对于采矿、各种食品
和纸张，及除CAP以外的
各种工业的需求将从国产
盐满足。

虽然如此，20 2 2年第
126号总统条例的发布也
将为政府和其他相关方带
来了不容易的功课。

他续说，这是因为为
了满足工业部门对盐的需
求，必须积极改善质量部
门，作为努力确保工业界
盐库存供应的一个重要因
素。

“不要让工业的存货
可用性得不到保证，”他
称。

从数量上看，国内食
盐生产还对天气的依赖性
还是很大的。天气好的时
候，国内食盐年产量可达
到310万吨。

在20 1 9年实现了这一
最大成果，但在2021年国
家盐产量下降至每年只有
140万吨。东爪省盐产量
贡献了60万吨至70万吨。

2022年国家盐产量再次
降至每年只有80万吨，东
爪省的盐产量每年达到30
万吨至35万吨。

“盐产量下降是因为雨

季延长。其实，国内对盐
的需求量每年约为450万
吨，”他如斯说。

他称，根据这些记录，
需要努力增加全国的盐产
量。

到目前为止，政府所做
的努力只是扩大土地。然
而，未来还需要其他努力
来满足国内的食盐需求，
尤其是政府实施进口禁令
之后。

“需要政府的努力和

计划来实现生产连续性。
例如以盐棱镜房屋等形
式，”他说。

他希望，政府尽快根据
2022年第126号总统令制
定法规，使现有法规更加
明确，并为盐农社区提供
保障。

他希望，盐可成为一种
主要的重要商品，并尽快
制定销售商品成本 (HPP) 
，从而为盐农社区提供商
业确定性。(vn)

29日，国电公司总经
理达尔玛万（Darmawan 
Prasodjo）在芝勒贡称，
国电与芝勒贡市政府在
兴建固体回收燃料厂的
合作，成为双方在减少
垃圾量为当地居民创造
就业机会而做出的努力。

“这座固体回收燃料
厂每日将处理30吨城市
生活垃圾，或每年9000
吨，转化为固体回收燃
料来满足Suralaya蒸汽发
电厂8号发电机组的燃料
需求。固体回收燃料与
硬煤在加煤锅炉中混合
燃烧，”他说。

此外，固体回收燃料
厂将确保公司有足够的
生物质燃料供应，并节
省生产成本，因为公司
能自己生产生生物质燃
料。

“在芝勒贡市建造将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能
源的固体回收燃料厂，
目前是规模最大的。但
公司已

的废物能源利用计划
目前是最大的。但是，
公司已经在棉兰和巴厘
巴板准备了一座每天能
处理 5吨城市生活垃圾的
试点工厂。按照计划，
拟建的固体回收燃料厂
将分布在5个地点，”达
尔玛万说。

PLN Indonesia Power公
司总经理埃德温（Edwin 
Nugraha Putra）补充说，
作为国家电力系统上游
的子公司，公司不仅扩
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还致力于实施变废为能
项目。

“自2018年以来，PLN 

Indonesia Power通过生物
干燥方法，一直进行与
将垃圾加工成燃料相关
的研究。这座工厂生产
的固体回收燃料，将用
于燃煤发电厂中与煤混
合燃烧的燃料。换句话
说，Bagendung垃圾收集
站的废物将被加工成生
物质替代煤炭作为蒸汽
发电厂的燃料。”他补
充道。

埃 德 温 续 说 ， 在 未
来期间，B a g e n d u n g垃

圾 收 集 站 的 固 体 回 收
燃料厂的垃圾处理能力
将增至 3 0 0 吨 /天，而
Su r a l a y a蒸汽发电厂为
采购商。

“ 这 种 协 同 作 用 对
各方都有重大影响，因
为这座工厂将使煤炭消
耗量每年减少3600吨至
5000吨，每年减少2064
吨至2886吨二氧化碳的
碳排放量，还创造数百
个工作岗位，"他解释
道。(er)

国电与芝勒贡市政府合作

兴建我国首座规模最大固体回收燃料厂
【安塔拉社芝勒贡讯】国电控股公司通

过控股子公司PLN Indonesia Power和芝勒

贡（Cilegon）市政府合作，在万丹省芝

勒贡市Bagendung镇垃圾收集站（TPSA）

兴建我国首座规模最大的固体回收燃料厂

（BBJP Plant）。

国电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PLN Indonesia Power和芝勒
贡（Cilegon）市政府合作，在万丹省芝勒贡市Bagendung镇
垃圾收集站（TPSA）兴建我国首座规模最大的固体回收
燃料厂。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公 共 工 程 和 住 房 部
（ P U P R ） 部 长 巴 苏 基
（Basuki Hadimuljono）表
示，外国投资者可以参与
位于东加省建设努山达拉
新首府（IKN）项目。

他强调说，根据佐科
威总统加速IKN建设的指
示，外国投资者也能参与
其中，例如建设医院、学
校、市场，及其他基础设
施。

他在雅加达发布声明中
说：“计划在2023年第三
季，总统将与有兴趣的IKN
投资者会面，并详细确定
IKN的哪一部分将参与开
发。”

IKN的发展不仅仅是搬
迁政府办公室，而且为更
容易进行活动改变工作方
式。

“投资者应该毫不犹豫
地获得建造IKN的许可证。
我看到今天下午出席的公
司代表已经与IKN的建设非
常相关，”他阐述。

他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主要顾问Hi ro to 
Izumi率领的日本代表团举

行了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加强

我国政府与日本在东加省
IKN建设方面合作的后续行
动。

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部长
声称，我国与日本政府之
间在建设IKN方面的合作已
经始于派遣数名专家，特
别是为了监督正在进行中
的IKN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工程和住房部已
经开始建设IKN的基础设
施，其中是建设高速公路
和国道、提供原水、卫生
设施，为 IKN 建筑工人
提供住房，以及为政府办
公室和总统府和副总统府
准备建设的土地，”他这
么说。

与此同时，日本国际协
力银行（JBIC）主要顾问
Hiroto Izumi声称，日本12
家从事基础设施开发的大
型公司的代表出席了该会
议，各有专长。

“我国IKN搬迁到其他
城市是我们在日本的一个
热门话题，我们期待着今
天会议的后续行动，”他
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巴厘省努
沙杜瓦讯】油气上游业特
别机构（SKK Migas）与
国内外7家企业签署实现
20 3 0年石油和天然气生
产目标的合作谅解备忘
录。

SKK Migas主任德威
（Dwi Soetjipto）于24日
出席在巴厘省努沙杜瓦举

行的2022年第三届上游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国际会议
间隙说：“SKK Migas与
7家企业签署的谅解备忘
录，将加强我国油气业的
战略计划。”

政府定下指标，2030年
我国的石油日产量达100
万桶，天然气日产量达12
亿标准立方英尺。

德威解释，这7家企业
是国营和私营技术提供
商和商业伙伴，它们是斯
伦贝谢（Schlumberger）
、Landmark Halliburton、
国 营 认 证 检 测 机 构
Sucofindo、Luas Birus 
Utama—Patra Abdi 
Sejati—Petrotech Penta 
Nusa—ANTON财团、Solar 

Services Indonesia（Solar 
T u r b i n e s）、Pe r t am i n a 
International Shipping公
司，以及国营种植园第三
公司（PTPN III）。

同一场合，合作承包商
Pertamina Hulu Rokan公司
为重新启动Rokan工作区油
井，与6家技术提供商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er)

【安塔拉社北干巴鲁讯】
廖内省旅游局局长罗尼
（Roni Rakhmat）乐观地
认为，Tour de Siak自行
车比赛有助于向国外推广
廖内省的旅游形象，并对
增加当地收入（PAD）产
生影响。

他于25日在廖内省北干
巴鲁说：“廖内省的 当地
收入会增加，因为在赛车
阶段，自行车车手将经过
廖内省有吸引力的旅游目
的地。 他们回国时肯定会
向朋友介绍廖内省，希望
能吸引他们前来廖内省旅
行。”

他相信此举将对增加廖
内省从烹饪、住宿、纪念
品业务部门和其他交通服

务部门的收入，产生双重
影响。

罗尼说，在2022年Tour 
de Siak自行车赛期间，自
2022年12月3日（周六）
至4日（周日）也将在廖
内省省长办公室的院子里
举办中小微型企业产品展
会，作为推广当地各种美
食、手工艺品等的努力。

2022年12月1日至4日
举行的Tour de Siak自行
车比赛由三个赛段组成，
即第一赛段是Siak城市自
行车赛，全长8 5公里；
第二赛段是Siak至北干巴
鲁赛，全长124公里，以
及第三赛段是北干巴鲁城
市自行车赛，全长120公
里。(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电力（国电）公司总
裁Darmawan Prasodjo表
示，为2024年在全国各地
的村庄达到100%的电气
化率，需要大约10兆盾至
15兆盾。

他在雅加达与国会第
六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
说，村庄电气化和配电计
划需要约13兆盾的资金才
能实现村庄电气化率高达
100%。

他解释说：“事实上，
到2024年还需要13兆盾用
于配电和供电，以便村庄
电气化率接近100%，但

为了2024年的电气化率达
到100%，还需要增加发
电厂、变电站，及额外输
电的成本约为10兆盾至15
兆盾。”

根据国电公司的记录，
在20 2 1年村庄电气化率
达到9 0 . 7 8%，在2 0 2 2
年 1 0月份使用国家参股
（PMN）增至90.97%。

“随着明年的国家参
股增至10兆盾，希望上述
数字将在20 2 3年继续增
至93.83%。在2023年国
电公司提出的国家参股增
至1 0兆盾，”他阐述。 
(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大学
（Pertamina Corporate 
Un i v e r s i t y）位于苏南省
Banyuasin县Sungai Gerong
乡镇的健康、安全和环境
培训中心（HSE Training 
Cente r）职业健康和安全
标准，连续三次荣获了世
界安全组织（WSO）颁发
的关注教育奖。

该培训中心被认为始
终如一地为北塔米纳（
国油公司）所有业务线以
及国有企业的员工，提供

健康、安全、安保和环境
（HSSE）教育。

WSO印尼主席苏哈特
曼（Soehatman Ramli）
于25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

面声明中表示：“我感谢
北塔米纳和Sungai Gerong
健康、安全和环境培训中
心，始终如一地教育工人
遵守安全与健康文化。我

希望这个奖项将鼓励培训
中心在北塔米纳推进职业
健康和安全文化。”

苏哈特曼称，连续三次
获奖并非武断的成就。

获奖者是根据验证/现
场测试的结果，以及通过
调查活动或深入观察进行
的行政验证的结果来确定
的。 

获奖者被认为在实施职
业安全与卫生方面表现出
了承诺和一致性，有些甚
至表现出了持续改进的过
程。 (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随着饮食分行业的贸易平
衡增加，工业部继续支持
该工业提高出口业绩。

工 业 部 农 业 产 业 总
局代理局长普杜·朱利
（Putu Juli Ardika）在雅
加达发布声明中说：“政

府已经出台各种政策，通
过提高工业竞争力和生产
力来推动出口，及确保原
材料供应充足。”

他 续 说 ， 在 需 求 方
面，工业部支持扩大市场
准入，及减少壁垒。

在2022年1月至9月份，

饮食业的出口额达到359.9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127.6亿美元显着上升。

此外，在2022年第二
季，对饮食业的投资额达
到41.37兆盾，并能够吸
纳不少于550万名工人。 
(vn)

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部长：

外国投资者可参与IKN建设

图示公共工程和住房部（PUPR）部长巴苏基（Basuk i 
Hadimuljono）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主要顾问Hiroto 
Izumi率领的日本代表团举行了有关东加省努山达拉新首府
（IKN）建设项目的会议。

Tour de Siak自行车比赛

有助于向国外推广廖内省旅游形象

图为：Tour de Siak自行车比赛新闻发布会。

国电需15兆盾才能实现村庄电气化率100%

为实现油气生产目标 SKK Migas与7家企业合作

HMPG对政府表示赞赏

出台有关加速发展国家盐业的总统令

图示东爪省盐农社区协会（HMPG）主席Muhammad Hasan（右）。

工业部继续支持饮食业提高饮食品出口

北塔米纳培训中心荣获世界安全组织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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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2年11月30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7081.31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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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11月30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425.000	盾卖出	 4.68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850.000	盾卖出		 9.30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968.99		 跌	 58.85

韩国综合	 2472.53		 涨	 39.14

香港恒生	 18597.23		 涨	 392.55

上海综合	 3151.34		 涨	 1.59

欧股

英国FTSE	 7550.74		 涨	 38.74

德国DAX	 14419.61		 涨	 64.16

法国CAC	 6710.19		 涨	 41.22

荷兰AEX	 723.83		 涨	 6.09

Http://tw.stock.yahoo.com	30/11/2022	17:34

美股

道琼工业	 33852.53		 涨	 3.07

那斯达克	 10983.78		 跌	 65.72

S&P	500	 3957.63		 跌	 6.31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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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1	 GGRM	 21450	 19950	 -1500	 -6.99%	 28331300	 567616425
	 2	 NFCX	 8800	 8250	 -550	 -6.25%	 205700	 1732960
	 3	 STTP	 7575	 7400	 -175	 -2.31%	 200	 1480
	 4	 IBST	 6250	 6100	 -150	 -2.40%	 100	 610
	 5	 TGKA	 7250	 7100	 -150	 -2.07%	 300	 2125
	 6	 ADES	 8000	 7875	 -125	 -1.56%	 160400	 1250172
	 7	 AMFG	 6100	 5975	 -125	 -2.05%	 176300	 1063225
	 8	 CPIN	 5825	 5700	 -125	 -2.15%	 44497500	 255972342
	 9	 MAPA	 4240	 4120	 -120	 -2.83%	 1604800	 6600118
	10	 GHON	 2100	 1990	 -110	 -5.24%	 55700	 109447

	 1	 BYAN	 92350	 93100	 750	 0.81%	 3400	 315222
	 2	 PRDA	 5675	 6275	 600	 10.57%	 2935900	 17758717
	 3	 BBNI	 9375	 9900	 525	 5.60%	 84675800	 825633515
	 4	 SHID	 2030	 2530	 500	 24.63%	 3503900	 7568233
	 5	 TECH	 3350	 3740	 390	 11.64%	 5601500	 19128823
	 6	 BBCA	 8975	 9300	 325	 3.62%	 387655900	 3587969810
	 7	 MEGA	 5375	 5700	 325	 6.05%	 232200	 1286310
	 8	 AMRT	 2840	 3090	 250	 8.80%	 102517600	 311195041
	 9	 INKP	 9750	 10000	 250	 2.56%	 10439100	 103664722
	10	 OMRE	 1000	 1250	 250	 25.00%	 153600	 188052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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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9.98	 10639.98	 0.00	 0.00	
CNY	 2180.12	 2235.12	 2175.12	 2240.12	
EUR	 16098.63	 16438.63	 0.00	 0.00	 	
GBP	 18615.27	 19015.27	 0.00	 0.00	 	
HKD	 1996.51	 2038.51	 1992.51	 2043.51	
JPY	 111.82	 114.82	 0.00	 0.00	 	
MOP	 0.00	 0.00	 1899.88	 2011.88	
SGD	 11356.92	 11576.92	 0.00	 0.00	 	
USD	 15520	 15920	 15515	 15925

Date:2022.11.30
Time:	15:27:42

政府将超微庶民业务贷款利率降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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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5

	 	

AUD	 10520.83	 10629.72

CNY	 2185.18	 2207.60

EUR	 16243.94	 16411.93

GBP	 18855.75	 19051.57

HKD	 2004.26	 2024.48

JPY	 113.34	 114.51

SGD	 11399.48	 11518.23

USD	 15658.32	 15815.68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657.50	 15807.50	

新币	 SGD	 11384.33	 11504.33	

港币	 HKD	 1994.25	 2034.25	

日元	 JPY	 111.73	 115.33	

欧元	 EUR	 16149.99	 16409.99	

澳元	 AUD	 10403.47	 10643.47	

英镑	 GBP	 18750.69	 18950.69	

人民币	 CNY	 2177.92	 2227.92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November	30.	2022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20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 7.139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埃
尔朗卡（A i r l a n g g a	
Hartar to）在主持中小
微型企业融资政策委
员会关于评估	 2022年
庶民业务贷款计划和
拟议修改2023年庶民
业务贷款政策的协调
会议时传达了这一决
定。

他周二（29/11）
在雅加达发表的一份
官 方 声 明 中 说 ： “
进行调整是为了优化	
KUR发放，使其更有针
对性，并鼓励利息补
贴/KUR	保证金补贴的
预算效率，以免给财

政能力造成负担。”
到目前为止，KU R	

为2022年第三季度的
经济增长做出5.72%	
的贡献，KU R发放幅
度 达 到 2 5 . 2 % 或 超
过 银 行 业 贷 款 增 长	
11.01%。

此外，政府还进行
了其他调整，恢复了
大流行前时期的多项	
KUR	 政策，例如将超
微KUR	和	小KUR	的利
率调至6%。

然后确定	 KUR	 在
生产部门的发放60%
，并将小	 KUR	 上限
的总累积限制在最高5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为了应对

滞胀风险并显示对经营生产性企业

的下岗工人和家庭主妇的偏爱，政

府将超微庶民业务贷款(KUR)	 的利

率降低至3%。

亿盾。
在该会议还决定进

行一项调整，即印度
尼西亚银行（央行/
BI）批准为	 KUR	 分
销商提供放宽最低法
定准备金	 (GWM)	
的额外激励措施，激
励 机 制 将 进 一 步 规
范。

此外，OJK	 金融信
息服务系统	(SLIK)	与
财政部的项目贷款信
息系统	(SIKP)	的协调
以及	1000	万盾以下的	
KUR	 利率上限为3%，
最高为两次重复。

接 下 来 ， 上 限 为	
1000	万盾以上的	KUR	
利率确定为6%，农业
设备和机械	 (Alsin-
tan)	 贷款计划的利率
上限为20亿盾，确定
为3%的利率，不可重
复享用。

此 外 ， 根 据 2 0 2 2	

年 7月 2 2日举行的中
小微企业融资政策委
员 会 协 调 会 议 的 结
果，2023	 年	 KUR	 发
放目标设定为4 7 0兆
盾，20 2 4年为58 5兆
盾。

但是，考虑到	2023	
年	 40.94兆盾国家预
算中规定的	 KUR	 利
息补贴/保证金补贴预
算是否充足，还将对	
KUR	 上限金额进行调
整。

政 府 还 进 行 了 额
外的目标调整，包括	
2023	 年新的	 KUR	 债
务人目标为1 7 0万债
务人和2023年毕业的	
KUR	债务人目标为230	
万债务人。

最后，这次会议还
讨论了一项特殊的农
业设备和机械贷款计
划的提议，以遵守佐
科威总统的指示，优

先在农业部门发放	KUR	
以加强粮食安全。

该提案的形式是将
农业设备和机械贷款
利率设定为	3%，并将
首付	(DP)	从	30%	降
低至	5%	至	10%。

农 业 设 备 和 机 械
的最高贷款上限也设
定为20亿盾，利率为	
3%，同时以安装清晰
的	GPS	和车辆证书的
形式减轻风险。

截至 2 0 2 2 年 1 1月	
21	日，KUR	已发放给	
671	万债务人，实现额
度达323.13兆盾，占
今年发放目标	 373.17	
兆盾的	86.59%。

截至 2 0 2 2 年 1 1月
21日，未偿付的	 KUR	
为 4 5 1兆盾，发放给	
3885万	KUR	债务人，
不良贷款	 (NPL)	 保
持在1.11%的水平。
（asp）

综指上升69点至7081.313点

1美元兑15732盾
【本报讯】周三（11月30日）综

合股价指数（综指/ I H SG）收盘上
升。早盘结束时，综指上升32.799
点或-0.47%至7044.868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6 9 . 2 4 4点或
0.99%，报收于7081.313点。LQ-
45指数上升13.06点或1.31%，报
1008.283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日本指数下
落58.85点或-0.21%，报27968.99
；香港指数上升392.55点或2.16%
，报18597.23；上海指数上升1.59
点或0.050%，报3151.34；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14.13点或0.43%，报
3290.49。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
的交易总共发145万4730次，有301
亿4196万3427份股票易手，总值26
兆5697亿4385万零261盾。涨价的股
有274种，落价的股有278种，271种
持平。外资净购8019亿9000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BYAN（Bayan
能源公司股）涨价750盾，现价9万
3100盾；PRDA（Prodia	 Widya-
h u s a d a股）涨价600盾，现价6275
盾；BBN I（印尼国家银行股）涨价
525盾，现价9900盾；SH ID(Sa h i d	
Jaya酒店股)涨价500盾，现价2530
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G G R M （ 盐
仓香烟公司股）落价1 5 0 0盾，现
价1万9950盾；NFCX(NFC	 Indo-
n e s i a 股 )落价 5 5 0盾，现价 8 2 5 0
盾；STTP（Siantar	 Top股）落价
17 5盾，现价74 0 0盾； I B S T（ I n t i	
Bangun	 Sejahtera股）落价150盾，
现价6100盾。

盾币增值11盾
周三，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

率(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收市，1美元以15732
盾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值15 7 4 3
盾，盾币增值11盾。（asp）

【Bisnis.com雅加达
讯】由于利率政策已接
近	2023	年首季度的峰
值水平，印尼的债券正
在接近最佳买入点。这
为政府债券投资者提供
了安慰和利润。

有迹象表明，印尼

的政策加息可能会在	
2023	 年首季度后达到
顶峰，彭博社对历史利
率周期的分析表明，印
尼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可能会迅速抹去基准加
息后之前的任何加息。	

根据十多年来的数

据，在上次上涨后的三
个月内，它们平均下跌
了	28	个基点。

周一（28/11）彭博
社援引澳新银行（ANZ	
B a n k）驻新加坡高级
利率策略师	 Jennifer	
Kusuma	 的话说：“该

曲线预测了本周期的大
部分预期加息。这为印
尼政府债券提供了支
持”。	

印尼债券本季度下
跌超过	1.5%，是亚洲
发展中美元投资者总回
报率最差的国家。随着

央行连续三次提高政策
利率，最近两次加息半
个百分点，损失已经增
加。

她 说 ： “ 展 望 未
来，更强的通胀预期
增加了越来越积极的前
景”。（asp）

【本报雅加达讯】
印尼上汽通用五菱多元
金融公司（PT	 SGMW	
Multifinance	 Indone-
s i a）获得瑞穗印尼银
行（Bank	 Mizuho	 In-
dones i a）贷款3000亿
盾，以支持他们在印尼
的业务增长，特别是为
已启动并在市场上取得
良好反响的五菱Air	 EV
提供资金，这将支持印
尼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
转型和使用的主张。该
协议由印尼五菱金融
公司首席执行官汪涛
(Alan	 Wang)和瑞穗银
行印尼总裁Kohei	Mat-
suok a在瑞穗银行印尼
总部签署。

印尼上汽通用五菱
多元金融公司是上汽
香港旗下的专属金融
公司，通过向五菱和
Morris	 Garage	 (MG)	

经销商提供融资以及向
零售消费者提供分期融
资来为五菱和MG品牌
提供服务。

印尼上汽通用五菱多
元金融公司的股东包括	
SAIC	Motor	HK	Invest-
ment	Limited、PT	SGMW	
Motor	Indonesia、General	
Motor	 Financial	 Inc	 和	

PT	 Sinarmas	 Multiartha	
Tbk，它们在该业务上
总共投资了	 6000	 亿
盾。

印尼上汽通用五菱多
元金融公司也被列为获
得《InfoBank》杂志颁
发的	2021	年“最加速
新成立的多元化金融公
司”奖项的一家多元化

金融公司。此外，该公
司还被选为	2022	年最
佳	GRC（治理、风险和
合规）公司之一，该公
司董事总经理	 汪涛也
被选为“2022	 年最坚
定的	GRC	领导者”。	

汪涛说：“五菱金
融自2019年5月开始运
营，至今已与	 145	 个

五菱和名爵经销商展开
合作，覆盖全国业务，
我们很荣幸能与印尼瑞
穗银行合作，我们的股
东方也有来自《财富》
全球500强的企业。瑞
穗也是上汽集团在全球
市场的主要银行合作伙
伴之一。瑞穗的支持也
证明了我们获得了印尼
银行业和全球市场的极
大信任。这一合作也将
为我们迈向2023年提供
一个良好的开端。”

印 尼 总 裁 K o h e i	
M a t s u o k a说：“我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
202 2年成为五菱金融
合伙伴。该协议的签署
是瑞穗印尼银行促进瑞
穗金融集团与上汽集团
和通用汽车集团在印尼
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并以此加强未来的业务
合作”。（max译）

印尼SGMW公司获得印尼瑞穗银行贷款3000亿盾

图为协议由五菱金融印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汪涛(Alan Wang)和瑞穗银行印尼总裁
Kohei Matsuoka在瑞穗银行印尼总部签署。（商报/Max Manuhutu攝）

澳新银行分析师预计

2023 年首季度印尼债券市场将盈利
2022年LPS银行奖项是存款担保机构 (LPS)
对银行业的一种赞赏，因银行业已支持
并在推动金融业发展以促进国民经济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图为周二（29/11）
在雅加达举行的 2022 年 LPS 银行业颁
奖典礼上，存款担保机构 (LPS) 监事会
主席 Purbaya Yudhi Sadewa（左三）与获奖
银行代表合照。 （antarafoto摄）

2022年LPS 银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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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m e r i n d o项目经理
Lia Indriasari称，“2022
年印尼制造展览会是我
们的正确步骤，成为工
业在支持经济增长的解
决方案，而参与实现印
尼制造4.0(Making In-
donesia 4.0)的指标，
创造投资环境、进口出
口、发展制造业人力资
源、利用数字技术 (智
能制造 )，至可持续工
业。”

根据Katadata的报告，
印尼成为东盟通胀第四
低国家。根据印度尼西
亚银行(央行/BI)网站数
据，2022年10月，印尼
通货膨胀5.71%，环比
上月下降。政府预计，
投资率将持续增加，随着
2022年第三季制造业实
际投资额比去年同期提高
54%。

她 续 说 ， “ 制 造 业
占 投 资 总 额 的 4 0 . 9 %

2022年印尼制造展览会开幕式 

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可持续计划

Pamerindo Indonesia项目经理Lia Indriasari(右3)、印尼金属加工和机械公司协会(GAMMA)主席
Dadang Asikin(右2)、Petrokimia Gresik公司工厂服务副总经理Solikan(左1)、印尼模具工业协
会(IMDIA)秘书处经理Rudianto(左2)，和VIP嘉宾合照。

Pamerindo Indonesia项目经理Lia Indriasari(右2)与印尼金属加工
和机械公司协会(GAMMA)主席Dadang Asikin(左2)观看某展位
的情景。(商报/Hermawan摄)

【本报讯】2022年第三季，制造业投资提高，激励企业家优化其业务增长。看好这个正面信号，Pamerindo Indonesia公司举办
第31届印尼制造展览会(Manufacturing Indonesia)，该展览会于2022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雅加达马腰兰国际会展中心(Jiexpo)
举行。 这届国际展览会以制造业可持续解决方案(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为主题，包括展出机器、
设备、材料和服务，在印尼制造展览会有来自于33个国家/地区的逾800家企业参展。

，将推动制造业业绩为
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
需求。该业绩加强制造
结构，跟着振兴这个领
域的路线图通过印尼制
造4.0。Pame r i n do欢迎
这个机遇，结合制造商
通过这个展览会进行合
作。”

支持投资环境
推动工业人力资源
除了开发数字技术，

和加强投资，制造业人
力资源是这个工业的经
济驱动力。参展者之一
是Petrokimia Gresik公
司。Petrokimia Gresik公
司把人力资源成为决定可

持续业务成功与否的主要
因素。Petrokimia Gresik
公司的主要因素是满足所
有工作单位的能力和人员
需求，通过综合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结合公司的需
求，并遵守适用的法规。

在2022年印尼制造展
览会议程系列中，印尼

模具工业协会(Indonesian 
Mold & Dies Industry 
Association/IMDIA)作为
一个支持协会致力于发展
人力资源，尤其在模具工
业，将于2022年12月2日
参与机械检验员国家认证
考试作为诱导者。IMDIA
主席Makoto Takahashi

称，“ IM D I A非常支持
2022年印尼制造展览会在
经济和投资增长创造完整
的氛围。可从这届展览会
为建立强大的制造结构有
各种重要和关键点看出，
其中之一是Pamer indo聚
焦于支持制造人力资源的
发展。” (lcm)

【本报讯】随着新冠疫
情大流行缓解，房地产开
发商开始积极瞄准年轻一
代成为市场目标，其中之
一是Nishitetsu集团和Pu-
lauintan Bajaperkasa Kon-
s t r u k s i公司，正在Leba k 
Bulus-Pondoh Indah地区
开发The Veranda公寓。

N i s h i t e t s u 集团经理
Takayuki Tanaka称，The 
Ve r a n d a是根据大流行后
理想的住宅设计开发，为
满足千禧一代、Z世代和
年轻一对，而有很高的流
动，及优先方便。

“这个住宅区设有47个
高档的室内和室外设施，
即私人餐厅、下沉式座
椅、奥林匹克规格的室外
游泳池、室内健身房、瀑
布、兰花园、果岭，和慢
跑道。”

The Veranda曾在2022
年印尼房地产奖(Indonesia 
Property Awards 2022)荣
获最佳豪华公寓建筑设计

奖项，和最佳公寓室内设
计奖项。

做建筑设计是A i rm a s 
Asri Indonesia公司，而做
施工是Pulauintan Bajaper-
kasa Konstruksi公司。

据他说，目前，在进
行结构质量保证评估后，
根据计划，The Veranda
开发进度正在进入Tow-
er Jimbaran公寓的结构
施工。“已于2022年1月
开始施工，而结构质量
保证的评估也根据计划进
行。Tower Jimbaran公寓
分为178个单位房屋，设
定于2023年底打顶。”

他说，The Veranda工
程位于有战略的位置，以
致获得资本收益、收益，
和投资回报的潜力很高，
看到TB Simatupang综合商
业区成为办公楼、商业中
心，和国家或跨国贸易中
心的地点。“The Veranda
位于Lebak Bulus-Bunda-
ran HI地铁(MRT)公共交通

导向型发展(TOD)区域周
边。这个地点设有各种公
众设施，即Pondok Indah
购物商场、Pondok Indah医
院、Pondok Indah Golf高
尔夫球场、Ranch Market 
Pondok Indah、Citos、The 
Forest by Wylós、High 
Scope Simatupang学校、The 
Independent学校、Cikal学

校，和Jakarta International 
School(JIS)学校。”

Airmas Asri Indone-
sia公司建筑设计经理Ardi 
Jahya透露，The Veranda
位于雅加达南区占地2.3
公顷，被被河流和天然森
林环绕。“设计成为居民
从日常忙碌的城市提供休
息住宅区。” (lcm) 

新冠疫情大流行缓解 开发商瞄准年轻人市场

数名工人正在雅加达The Veranda工程进行建筑工作的情景。
(商报/Muhammad Maan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Cerestar集团旗下，小麦加
工面粉生产企业，Cerestar 
Indonesia（TRGU）公司，
认真发展家畜饲料原料的
贸易行业。

Cerestar Indonesia公司
计划，将把业务多样化，
通过旗下的Agristar Grain 
Industry（AGY）公司发展
家畜饲料原料贸易业，这
一向以来，该公司已生产
和销售Strf ish品牌的家畜
饲料。

日前，Cerestar Indone-
sia公司总经理英德拉.伊
拉宛（Indra Irawan）解释
说，Cerestar Indonesia公
司将通过长期性计划和深
思熟虑发展该业务。

他声称，在还未正式更
认真实施和开始发展该家
畜饲料原料贸易业之前，
我们已经过数年的长期性
筹备程序。“为此，虽
然明年才开始作商业性运
营，但Agristar Grain In-
dust ry公司已自2008年成
立。”

通过Agristar Grain In-
dustry公司，Cerestar In-
donesia公司真发展家畜饲
料原料贸易业，即大豆渣
（soubean meal）和可溶
性干酒槽（distillers dried 
grains with soluble）。

Agristar Grain Industry
公司将实施的业务，即进
口和重新包装大豆渣和可
溶性干酒槽，包装之后，

上述家畜饲料原料将向
Cerestar Indonesia公司旗
下营销领域的子公司，即
Agristar Grain Indonesia 
(AGI)公司运送。

利 用 首 次 发 行 股 票
（ I P O ） 所 得 资 金 ， 目
前，Cerestar Indonesia公
司正在芝勒貢（Cilegon）
兴建仓库和包装厂。“希
望仓库和包装厂建造工
程能在20 2 3年首季完成
和第2季已能作商业性运
营。”

为兴建仓库和包装厂调
拨的资金总值达到1000亿
盾，英德拉希望，家畜饲
料原料贸易业发展工程，
能提高Cerestar Indonesia公
司商务优势和强势。（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明 年 ， 肥 料 生 产 企
业，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SAMF）公司将增
加生产量，随着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增加
生产量，扩展生产线与该
公司希望能获得业绩增长
定下的指标并行。

日 前 ， S a r a s w 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总经
理亚赫雅.陶菲克（Yahya 
Tau f i k）对记者声明，在
Saraswanti Anugerah Mak-
mur公司工厂增加生产线事
宜，已在最后阶段。

Saraswanti Anugerah Mak-
mur公司已定下指标，2023
年，即将实施。“增加生产
线之后，则2023年的生产量
提高，从此前年产60万吨成
为年产70万吨。”

为增加生产量， Saras-
wanti Anugerah Makmur公
司准备调拨1650亿盾资本
支出（capex），近期内将
完成。

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也看出，在今
年剩余的日子里，商业前
景非常明朗，很高的肥料

需求使该公司有信心，能
超越今年的2.88兆盾销售
指标。“我们对超越2022
年的销售指标感到乐观，
因很高的肥料需求。”

达 致 的 业 绩 已 能 从
2022年Saraswanti Anuge-
rah Makmur公司实际业绩
看出，该公司销售额剧升
96%，从2021年的1.25兆
盾成为2.45兆盾。

底线（bottom line）方面，
截止2022年第3季，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获得
2204.99亿盾净利，该数目比
截止2021年第3季的952.5亿
盾飙升131%。

他声称，2022年首9个
月，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亮丽业绩受到
我国仍非常高的氮磷钾复
合肥料（NPK）的推动，不
论是来自忠诚的客户或者
是加强的肥料施用量。“
农园区的新客户也开始利
用氮磷钾复合肥。”

他声称，原料储备安全
成为目前Saraswanti Anuge-
rah Makmur公司的主要关
键，俾使能持续供应肥料
需求。（sl）

SAMF明年增加生产线

将提高肥料产量

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明年运营，将提高肥料生产量。

TGRU公司计划 发展家畜饲料原料

【Kontan雅加达讯】截
至2022年第3季,Widodo 
Makmur Unggas（WMUU）
公司成功获取910亿盾盈
利，该公司总收入达到2
兆盾。Widodo Makmur 
Unggas公司仍成为Widodo 
Makmur Perkasa集团主要
收入来源，2022年第3季
占总收入的61%。

飞禽饲料原料价格上
涨，成为Widodo Makmur 
P e r k a s a公司收入和盈利
比去年同期下降的因素之
一，该事宜已提高Widodo 
Makmur Unggas公司的生

饲料价格上涨趋势 WMUU获利910亿盾
产费，也对此前定下的人
指标造成影响。

日前，Widodo Makmur 
Unggas公司总裁（CEO）
阿 里 . 马 萨 伊 特 （ A l i 
Mas‘adi）称，“除了饲料
价格之外，目前，Widodo 
Makmur Unggas公司也正聚
焦于提高飞禽牲口宰割房
（RPHU）产能利用率和减

少躯体（karkas）交易份
额，因一般来说会导致销
售数目下降。”该事宜的
目的是为提高Widodo Mak-
mur Unggas公司飞禽生产品
质，主要是为近期内的飞
禽产品出口需求。

为能持续提高收入，
在2022年下半年，Widodo 
Makmur Unggas公司持续实施

数项业务革新措施，如与中
国和新加坡的飞禽产品出口
企业合作，至今，仍在筹
备程序中，希望能在2023
年实现。目前，Wido d o 
Makmur Unggas公司通过飞
禽和牲口宰割房，每小时
生产1万2000只，希望将来
能供应国内和区域市场对
飞禽的需求。（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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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闭幕后，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
察来到陕西延安，看看老
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
过去“修梯田、种庄稼，
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
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
分辛苦”，如今“山坡上
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
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
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
医保，生活越来越好”， 
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变化。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现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
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
贫困问题解决了，老乡们
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
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
来越美好。”

治 国 有 常 ， 利 民 为
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特别强调“小康
梦、强国梦、中国梦，归
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
梦’”，深刻揭示了中国
梦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旨
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人民立场和政治本
色。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到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再
到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在实现中国梦的伟
大进程中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撸起袖子
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
行，绘写下“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壮美华章。

十年逐梦前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
复兴征程的关键一步，
让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变
为现实。全国8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
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
迁……坚持精准扶贫、
尽锐出战，我们打赢了人
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
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
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
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
耀到了每一个角落，脱贫
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
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无
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
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
成就！

十年逐梦前行，“以
人民为中心”铸就改革发
展的价值底色，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人均预期寿命
增长到78.2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16500元增
加到35100元，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
体系……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
力，推动人民生活全方位
改善。这十年，全面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
家作主更为扎实；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法治中国建
设开创新局面；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建
设迈向更高水平……一项
项重大举措彰显改革的力
度、发展的温度，托举亿
万人民稳稳的幸福。

十年逐梦前行，“中
国式现代化”标注当代中
国的前进坐标，让现代化
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完善收入分配
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既做大“蛋糕”
，又分好“蛋糕”，主动
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
动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
的精神食粮，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
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
扬；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良好生
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中国式现代化的
成功推进和拓展，使中国
人民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
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
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
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根
本目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和老百姓的幸福梦交相
辉映，治国理政和民生
福祉同频共振，生动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
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
办好”。正是因为始终牢
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我们党把为
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
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
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
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正是
因为深刻懂得“老百姓衷
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民
族谋幸福”，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站在
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十年砥砺奋进，中国梦
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光明前景，幸福梦之所以
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光
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顶风雪、冒酷暑，
踏泥泞、翻山沟，走遍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展现
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大年三十夜不
能寐，“为了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
豁得出来”折射不负人民
的使命担当；牵挂人民急
难愁盼、关心群众安危冷
暖，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
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
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
成一件”见证造福人民的不
懈追求……实践充分证明，
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
航，是党和国家之幸、人民
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中
华“复兴”号巨轮必将无
惧风雨、劈波斩浪，老百
姓的幸福生活必将芝麻开
花节节高。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
梦想的远征。党的二十大
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蓝图，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明确为必须牢牢把
握的“五个重大原则”
之一，并围绕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

出重大部署。全党同志必
须牢记：“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新征
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
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
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
嘱，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梦
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
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
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
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每
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
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任
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的前进步伐。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
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心中
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理，
脚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
足、力量十足。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记让人民生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永
葆为民造福的初心，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在创造人
民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
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共
同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不断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优异答卷！

（来源：人民日报）

1 1月2 7- 2 8日，应国
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
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呼日
勒苏赫总统举行会谈，双
方就中蒙关系及共同关心
的国际地区问题全面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重
要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分别同呼日勒苏
赫总统会见。中蒙延续
了两国高层密切交往的友
好传统，反映了中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发
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合
作成果，展现了中蒙邻国
关系典范的重要意义。

中蒙双边政治互信进
一步加深。在新冠肺炎疫
情尚未缓解情况下，两国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
法机构负责人分别实现线
下会晤，充分体现了两国
关系的高水平发展。双方

一致同意，充分发挥高层
交往的重要作用，加强
对两国关系的政治引领，
不断深化战略互信。中方
高度评价蒙方在“新复兴
政策”引领下取得的发展
建设成就。蒙方热烈祝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祝贺
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双方均把发
展中蒙友好合作关系作为
本国对外政策优先方向，
坚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两
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
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
此核心利益。蒙方重申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
持中方在台湾、涉港、涉
疆、涉藏问题上的立场。

中蒙双边战略对接进
一步紧密。中蒙于1994年
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
条约》，2014年发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

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此
次双方共同发表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
新时代推进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将双
边战略对接提升到新的高
度。双方一致同意，继续
将中蒙良好政治关系积极
转化为合作动力，用好两
国地理毗邻、经济互补的
优势，着力推进和拓展互
利合作，实实在在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双方将着
眼于疫后经济复苏，用好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
蒙古国“草原之路”发展
战略、全球发展倡议同蒙
古国“新复兴政策”、中
国“两步走”发展战略目
标同蒙古国“远景2050”
长期发展政策对接的三大
引擎，通过这三大引擎为
中蒙关系深化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中蒙双边合作领域进一

步拓宽。中蒙地理相邻、
经济互补，中方的市场、
资金、技术、通道和蒙方
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
有许多合作机遇。中国已
连续18年成为蒙古国第一
大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
国，中蒙贸易总额占蒙古
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0%以
上。20 2 1年，中蒙双边
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
元。此次双方商定，继续
发挥好中蒙经贸科技联委
会、中蒙矿能和互联互通
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
积极落实新修订的《中蒙
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
，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蒙古国政府投资合
作发展纲要》，力争早日
将两国贸易额提升至200
亿美元，支持两国企业按
照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则扩
大煤炭、铁矿石、农产品
贸易。

双方还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蒙古国经济贸
易合作中期发展纲要》等
16份双边合作文件，未来
双方还要加强立法机构、
政府、政党、地方等部门
和科技、教育、卫生、旅
游、媒体、青年、人文等
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助力
中蒙友好固本强基，惠及
两国人民。

中蒙双边国际事务协调
进一步密切。中蒙同为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
相近立场主张，两国将继
续保持在国际地区机构中
相互支持的传统，加强在
联合国、亚欧会议、亚信
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上
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内协调
配合。双方将尊重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
护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
同捍卫多边主义，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蒙方愿在中方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
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并积
极开展防灾减灾、公共卫
生保障等领域合作。中方
高度评价蒙方举办的“乌
兰巴托对话”，相信该机
制将为地区和平安全作出
积极贡献。

呼日勒苏赫总统此次
访华取得圆满成功，两国
领导人共同规划中蒙关系
未来发展蓝图，这在两国
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蒙是搬不走、金不换的
好邻居。相信未来中蒙双
方将在此次访问成果基础
上不断深化双方互信和务
实合作，打造邻国关系典
范，推动中蒙关系迈上新
台阶。

（颜泽洋 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
来源：中国网）

 打造邻国关系典范 新时代中蒙关系迈上新台阶 文/颜泽洋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时间坐标镌刻奋斗足迹，梦想征程

闪耀如磐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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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通过
本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案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
本众议院29日通过了2022财年第二
次补充预算案，该案之后将提交至日
本参议院进行审议。

据报道，2022财年第二次补充预
算案规模为28.9222万亿日元，相关
款项将用于应对物价高涨及新冠疫情
等。对于补充预算案，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当日在国会表示，当前物价高涨
主要围绕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将以这
些领域为重点制定综合经济政策。

报道称，在补充预算案中，约
7.8万亿日元将用于减轻企业和民
众在电力、汽油及天然气等能源支
出上的负担。约4.7万亿日元将作
为预备费用于应对新冠疫情及物价
上涨等。

韩国货运工会罢工酿燃油供应危机 
地铁工会也罢工影响运输

据韩媒30日报道，受货运工会罢
工的影响，韩国首都圈地区出现车用
燃油供应“危机”，21处加油站库存
告罄。此外，首尔交通公社工会30日
起也进行罢工，影响地铁运输。

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3 0
日，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
旗下货物运输工会“货物连带本
部”发起的总罢工进入第七天。受
罢工影响，韩国首都圈地区车辆用
油库存紧张。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当天表示，以29日为基准，全韩加
油站汽油、柴油库存量分别仅够供
应8天和10天。共有21家加油站库
存售罄，其中首尔市17家、京畿道3
家、仁川市1家。

另据韩联社报道，负责承运首尔
地铁1-8号线的首尔交通公社工会30
日起也进行罢工，地铁班次将比平时
减少。客流相对较少的白天地铁班次
将会降至平日的72.7%，下班高峰时
段降至平日的85.7%。

日本10月工矿业生产环比下降
日本经济产业省30日公布的初步

统计结果显示，受海外需求下降影
响，日本10月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下
降2.6%至95.9。

数据显示，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
连续2个月环比下降。全部15个行业
中，8个行业环比下降，7个行业环
比上升。其中，生产用机械环比下
降5.4%，电子部件及装置环比下降
4.1%，化学工业环比下降4.9%。

越南电动汽车商在欧洲亮相时间延至明年 
因芯片短缺影响生产和交付

美 国 汽 车 媒 体 汽 车 新 闻
(Automotive News)11月29日消息，
因全球半导体短缺影响公司生产和交
付计划，越南汽车制造商VinFast将
VF 8和VF 9电动SUV在欧洲的推出时
间从今年下半年推迟到明年初。

VinFast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正与供应商合作，将在未
来几个月开始向欧洲和加拿大出
口。VinFast上周宣布已向美国市场
运送首批999辆VF 8电动SUV，预计
将在12月底前交付给客户。

美将向乌提供5300万美元 
用于支撑乌克兰的电力系统

综合报道，一份29日发布在美国
国务院网站上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向
乌克兰提供5300万美元，用于支撑乌
克兰的电力系统。

据悉，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关键
电网设备”，包括配电变压器、断路
器、车辆等。这些装备将“紧急运往
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人熬过冬天”。
此外，美国此前曾宣布提供5500万
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能源部门。

近期，乌克兰境内停电频繁。乌
总统泽连斯基27日发出预警，称俄军
正在准备发动更多袭击，并敦促乌军
和民众做好准备，以应对寒冷天气下
新一周能源供应的压力。

印度将在多座城市零售领域试行数字卢比
据央视新闻，印度储备银行(央行)

拟于12月1日开始在4座城市的零售领
域试行数字货币。据《印度时报》11
月29日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当天发表
声明说，零售领域数字卢比试用期第
一阶段将有4家银行参与，后期将有
另外4家银行参与。声明说，数字卢
比的面值与现行纸钞和硬币相同。

自12月1日起，数字卢比将在孟
买、新德里、班加罗尔和布巴内什瓦
尔4座城市零售领域试用，当地指定
消费者和指定商店可以使用这种数字
货币进行个人之间或个人与商铺之间
的支付。印度储备银行说，数字卢比
可兑换为纸钞和硬币，也可转化为银
行存款，但不计付利息。

在当天的投票中， 
6 1 票 赞 成 、 3 6 票 反
对。12名共和党议员
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赞
成。该法案要求各州承
认全部合法形式婚姻，
不论“性别、种族、 
民族和出生国籍”。

接下来，该法案将
在众议院进行表决，表
决通过后，将由总统拜
登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
对该法案表示称赞。

拜登说，该法案将保
证同性恋等群体“也
可以过上快乐的生活
以及组建家庭”。

美媒认为，该法案
的通过对于民主党人而
言是“重要胜利”。一
些民主党人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推动在联邦法律
层面保障同性婚姻，但
遭到共和党的阻挠。众
多共和党人认为，保
障同性婚姻有违宗教
自由。

据美联社报道，最
新民调显示，超过三分
之二的美国民众对保障
同性婚姻持支持态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015年对奥贝格费尔
诉霍奇斯案作出裁决，
判定同性婚姻受到宪法
保护，各州不得立法
禁止。但今年6月，最
高法院推翻保护女性堕
胎权的罗诉韦德案。保
守派大法官托马斯还表
示，最高法院之后应对
同性婚姻、避孕等议题
进行裁决。该言论引发
多方人士对同性婚姻未
来的担忧。

据美媒报道，在拜

登签署《尊重婚姻法
案》成为法律后，即
使未来最高法院推翻

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
案，同性婚姻也将受
到联邦法律保护。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保障同性婚姻法案
【中新社】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

间29日表决通过《尊重婚姻法案》，

将从联邦法律层面保障同性婚姻。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9日表决通过《尊重婚姻
法案》，将从联邦法律层面保障同性婚姻。

【海外网】据纽约
当地媒体“城市”新闻
网（The City ）29日
报道，纽约市卫生局
数据显示，超过两成曾
患有新冠肺炎的纽约市
民出现“长新冠”后遗
症。有机构预测，全美
或多达450万人因“长
新冠”而失业。

纽约市卫生局去年对
随机选择的1万名市民进
行调查，询问感染新冠
病毒后是否出现长期后
遗症。调查结果显示，
拉美裔新冠患者后遗症
比率达30%，为全市最
高；其次是亚裔为24%
；非洲裔为20%。从各
区看，疫情期间死亡率

最高的布朗克斯区，其
居民患有长新冠的比率
也最高，为28%，相比
之下曼哈顿则最低，只
有20%。此外，女性出
现“长新冠”的可能性
是男性的1.4倍。

纽约市流行病学家
纳什表示，这项调查显
示“长新冠”对民众
健康带来的负担和威
胁，“感染者康复后并
不意味着身体会很快恢
复正常，许多人仍然
为‘长新冠’所苦。”
同时，卫生局的调查依
据是民众自行反馈的症
状，因此未必能反映“
长新冠”的全貌，纳什
表示，“我们可能低估

了‘长新冠’对社区造
成的负担”。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
近的一项数据分析，全
美目前约有350万至450
万人因“长新冠”而失
业。发表在《柳叶刀》
上的研究表明，大约20%
的“长新冠”患者无法工
作，其中近一半患者只能
通过减少工时来应对病痛
折磨。目前学界对于“长
新冠”发生率差异性产
生的原因莫衷一是，但
也提供了一些可能的因
素，如美国低收入和少
数族裔群体更有可能患
有糖尿病或感染艾滋病
毒，这些都会增加“长新
冠”的患病几率。

美媒：纽约超2成感染者有新冠后遗症 

全美多达450万人因“长新冠”失业

【中新网】据美国
国防部网站29日消息，
对于有消息称美国对向
乌克兰提供“爱国者”
导弹防御系统持开放态
度，五角大楼新闻秘书
帕特里克·莱德回应
说，目前没有计划对乌
克兰提供“爱国者”防
空系统。

莱德表示，防空仍是
美国防部和国际社会支
持乌克兰的首要任务， 
“至于不同型号的‘爱国
者’导弹系统，目前我们
没有对乌克兰提供该导弹

系统的计划。但我们将继
续进行这类讨论。”

莱德还称，美国将继

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了
解乌克兰的国防需求，
并确保其获得满足。

美国防部：美国没有计划对乌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军士兵使用美国提供的M777榴弹炮向俄军阵地开火。

【参考消息网】美联
社多哈11月29日报道，
卡塔尔与德国29日签署
一份为期15年的液化天
然气供应协议。德国这
个欧洲经济引擎正竭力
替换因俄乌冲突而中断
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

报道称，官员们没
有给出这项协议的具体
金额。按照协议，卡塔
尔将从2026年起向德国
提供液化天然气，主要
是通过德国布龙斯比特
尔正在建设的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来运输。

在俄乌冲突发生前，
德国有一半以上的天然
气供应来自俄罗斯，但
自8月底以来，该国未
能从俄罗斯获得任何天
然气。

报道称，9月曾经访问
过卡塔尔的德国总理朔
尔茨对这项协议表示欢
迎。他说，这项液化天
然气长期供应协议对德
国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朔尔茨说：“总体
而言，我们将确保有很
多不同的国家来保证我
们的能源供应。”

【上观新闻】外资企
业是上海开放型经济的重
要主体，超过6万家外资
企业在上海投资兴业蓬勃
发展。11月30日，2021年
度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
百强榜单出炉。2021年
度，共计253家外商投资
企业入围上海市外商投
资企业营业收入、进出
口总额、纳税贡献、创
造就业四项百强榜单。

位列各榜单首位的分
别是苹果电脑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达功(上
海)电脑有限公司、保
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和昌硕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其中，
巴斯夫、历峰、路易威
登、特斯拉、资生堂、
舍弗勒贸易等12家企业
同时上榜四个榜单。

上海外资百强企业是
全市外企的“领头羊”
，也是上海外资高质量
发展的“风向标”。据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
长黄峰介绍，百强上榜

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
入合计占上海全市参加
外商投资年度报告企业
总营业收入的34.75%
；进出口总额合计占
全市参加外商投资年度
报告企业进出口总额的
47.3%；纳税总额合计
占全市参加外商投资年
度报告企业纳税总额的
34.67%；就业人数合
计占全市参加外商投资
年度报告企业就业人数
的18.54%。

从百强企业的区域分

布来看，超过半数的企
业设立在浦东新区，共
计137家，其中，123家注
册在自贸片区内，占比
达89.78%。排名第二位
的为黄浦区、静安区，
均为19家；从投资者国
别/地区分布来看，来自
美国的企业居首位，共
有70家，来自日本、德
国的企业分别有33家和30
家；从百强企业的行业
来看，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居前三位。

【财联社】周二，
泰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
指出，泰国明年将重新
征收一项已暂停30年之
久的金融交易税，为
财政支出筹措资金。

泰国内阁周二批准
了一项金融交易税收
计划，面向受众是在
泰国证券交易所每月
交易超过1 0 0万泰铢 
(合2.82万美元)的个
人投资者。

第一年的税收将是
交易价值的0.055%，
然后提高到0.11%，
无论盈利或亏损。交
易总额低于100万泰铢
的个人投资者不在征
税范围内。做市商和
部分养老基金投资者
将免征金融交易税。

金融交易税自1991
年以来一直被暂停，目
的是为了帮助促进股票
交易。至于其具体生效
日期现尚未确定。

财政吃紧
目 前 泰 国 财 政 吃

紧，疫情支持措施、
能 源 补 贴 以 及 经 济
放 缓 削 弱 了 政 府 收
入。泰国公共债务目
前为10.37万亿泰铢
(合2 9 3 7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60.41%，预计到
2022年底将达到62%

。 政 府 直 接 债 务 占
GDP的49.65%。

外 界 普 遍 预 计 ，
泰国央行周三将连续
第三次加息 2 5个基
点，基准利率提高至
1.25%，使政府的借
款成本更高。

财政部估计，这项
税收第一年将给政府
带来80亿泰铢(合2.27
亿美元)的新收入，随
后每年将带来150亿至
160亿泰铢的新收入。

股票市值增长
今 年 早 些 时 候 ，

泰国财政部长Arkhom 
Termpi t tayapais i th开
始提出税收计划时表
示，“泰国股市已经出
现增长，但政府仍继续
承担着财政负担。”

数据显示，在过去
30年中，泰国的日均
股票交易价值飙升了
约10倍，达到800亿
泰铢，越来越多的散
户投资者转向市场以
获得更好的回报。

在 泰 国 证 券 交 易
所上市的约660家公
司的市值已膨胀至约
1 9 . 4万亿泰铢，约
为30年前的22倍。财
政部该消息公布后，
周三泰国SET指数上
涨0 . 2 2%，目前报
1627.96点。

卡塔尔将从2026年起

向德国供应液化天然气

协议签字仪式现场。(法新社)

泰国财政吃紧 

时隔30年重征金融交易税

美国、日本、德国企业数量 

列2021年度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百强榜单前三

外资企业是上海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主体，超过6万家
外资企业在上海投资兴业蓬勃发展。

【环球市场播报】
前纽约联储银行行长
Bill Dudley认为，美国
服务业通胀仍然高企、
劳动力市场依然吃紧，
且就业增长仍远高于显
示劳动力市场走软的水

平，因此美联储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我认为美国将会
陷入衰退，会持续相
当一段时间，但是预
计不会是‘危险的’
衰退，”Du d l e y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他说
道，由于这是一场完
全由货币政策紧缩所
引发的衰退，美联储
可以在恰当的时机随
时减弱行动力度，以
结束衰退。

Du d l e y认为，美联
储的策略是“强调更长
时间而非更高”，进行
一系列幅度较小的加息
行动，利率峰值料在
5-5.5%的区间。他预
计，在利率达到5.25%

、5.5%之后，美联储
就会停下脚步，静观限
制性货币政策措施令经
济放缓，使劳动力市场
进一步趋弱，进而逐渐
地令薪资和服务业通胀
走低。

前纽约联储行长Dudley称 预计美联储利率峰值在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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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慷大使会见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亚太地区主任Cipolla 
11月29日，陆慷大使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亚太地区主

任Christine Cipolla。双方就支持开展人道主义活动交换了

意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 本 报 讯 】 我 国
总 统 佐 科 威 日 前 宣
布，Covid-19大流行有
可能在2023年3月结束。
在佐科威发表声明后，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的流行病学家、全球卫
生安全与复原力研究员
Dicky Budiman确实乐观
地认为Covid-19大流行
可以在2023年第一季度
结束。

但是，只有在Covid-
19阳性病例数不增加的
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
有可能实现。此外，第
三次或加强疫苗接种也
必须继续加强，直到达
到90%的覆盖率才能宣
布这场大流行结束。

Dicky 预测，由于大
量新的Omicron亚变体正
在传播，Covid-19病例
的激增将持续到2023年1
月底。Dicky说，它很可
能会上升到2023年1月，
因为此时正在发生的波
浪是由不止一个亚变体
引起的，然而，这种大
流行状态的结束并不意
味着 Covid-19 病毒根
本不存在。

据 UGM 流行病学家
dr.RirisAndono Ahmad, 
MPH., Ph.D的说法，这
种病毒仍将存在于社会
中，只是严重程度不再
是严重的健康威胁。因
此，佐科威总统去年10 
月指示要求卫生部长Budi 
GunadiSadikin 与世界卫

生组织（WHO）就COV-
ID-19大流行的状况进行
磋商被认为太仓促了。
直到现在，COVID-19缓
解政策，以及印尼人民
的行为仍被认为没有准
备好迎接COVID-19大流
行状态的结束。

直到现在，社区在开
展 5 M（用肥皂洗手、
戴口罩、保持距离、避
开人群、减少流动性）
方面还没有完全遵守纪
律。因此，政府应该实
施政策，让口罩成为一
种新的社会文化。如果
人 们 养 成 戴 口 罩 的 习
惯，尤其是在封闭空间
内，传播COVID-19 病
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
风险最多可降低75%。
习惯勤洗手和在非必要
时避开人群同样重要。

不仅如此，印尼政府
首先要确保各地区的加
强疫苗供应是否充足。

更不用说，教育公众接
种疫苗的重要性直到现
在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到目前为止，第一
剂 COVID-19疫苗接种
率仅为87.5%，第二剂
疫苗接种率为73 . 4 1%
。至于接种第三剂疫苗
或新的加强剂的人，只
有28.21%，距离Dicky 
Budiman提出的结束大流
行状态的疫苗接种目标
还很远。

事实上，根据马来西
亚国际医科大学的健康
研究员 TeguhHaryoSa-
songkok 的说法，未来
几年仍将常规需要这种
COVID-19疫苗接种。但
是，冠状病毒的新变种
还会不断出现，因此针
对这种病毒的疫苗也需
要更新。如果是这样，
那么印度尼西亚在进入
流行状态之前还有很多
功课需要完成。

专家评估印度尼西亚

过于急于结束大流行状况

全球卫生安全与复原力研究员Dicky Budiman近照。

【本报讯】第五届DataGovAI 2022活
动是最大的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
治理与生态系统网络峰会，由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协会 (ABDI) 组织，来自5个国
家/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益相关者和学者
的许多演讲者出席了会议。

1 1 月 2 4 日 ， 也 就 是 峰 会 的 第 二
天，ABDI在BliBlieHall举办一个特殊的子
主题，即“数据治理与监管”，重点关
注企业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风险
管理、Govtech和Regtech“来自大主题”
数字技术对未来经济复苏和METAVERSE
的互操作性、完整性和信任。

DataGovAI 2022是发布ABDI第5本书并
向机构/公司、数据科学家、数据中的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供应链行业、市场
和政府颁发最佳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和最佳
数据治理两类奖项的活动. 2022年，ABDI
推出了一本名为《The Future, Benefit Sin-
gularity &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的
书，涉及来自7个国家（印尼、新加坡、
印度、尼泊尔、爱沙尼亚、美国和英国领
土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不同学科和背
景的许多作者。

活动以ABD I（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协
会）主席致欢迎辞开始，他也是ABD I 
DataGovAIWebsummit2022的主持人，标
题为“数据驱动企业和数据控制器的数
据隐私法合规性”或数据驱动企业与数
据控制者遵守PDP法。

ABDI第2天的欢迎辞关注总统佐科维
在201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日的讲话，他
说：“我们必须始终警惕网络威胁、滥
用个人数据并维护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数
据主权。 

人们的个人数据权利必须得到保
护，”Rudi Rusdiah 说。 以 BliBlieHall 
第 2 天的主题确保遵守2022年关于PDP
和数据治理的第27号法律。

ABDI的欢迎辞包含公司领导需要注意
的PDP法（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指示，
尤其是在 IT 和数据控制领域，以免他
们因违反本PDP法。除其他外，在第67
、68 和 69条中写道，如果个人以商业
或非法方式获取或使用他人的DP（个人
数据），将处以4-60亿印尼盾的监禁和
刑事罚款（Ps67-69).

对于第70条中的公司罚款，罚款是个
人类别罚款的10倍（十倍），由管理人
员、控制人、命令发出者、公司或公司
的实益所有人加上没收资产、关闭的罚
款, 公司解散（第70条）。 相比之下，
欧盟的EU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 
PDP法案中没有针对公司的刑事制裁。

如果发生个人数据黑客攻击或数据泄
露，PDP公司官员必须在3x24小时内向

ABDI主席Rudi Rusdiah。

ABDI召开第二天

“2022数据政府”网络峰会

ABDI召开第二天2022数据政府网络峰会主
讲人名单。

部长和DP所有者报告（第46条）。如果
违反行政处罚，则可以终止DP活动、补
偿、年收入2% 的行政罚款和消除 DP（
第57条）。PII（个人身份信息）保护数
据所有者或数据所有者的权利，包括匿
名化或使用汇总数据进行报告。

有兴趣参加PDP法（个人数据保护）
社会化培训/研讨会的公司领导可以通过 
http://www.abdi.id 联系ABDI。

ABDI Websummit 活动以国家网络和
加密机构 (BSSN)中将TNI (Purn.) Hin-
saSiburian负责人的高级主题演讲拉开序
幕，他解释了 BSSN 对政府和政府的监
督职能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
维多多的指示，私营机构遵守2022年关
于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主权的第27号法
律。在G20期间，BSSN还在巴厘岛部署
了CSIRT团队，以保护G20主席国的印度
尼西亚网络空间。

此外，新加坡通信和信息部长兼网络
安全局和智能国家计划负责人Josephine 
Teo 从 DataGovAI 2022 的互操作性和
信任主题发表了关于 RegTech（监管技
术）的第一个部长级主题演讲非常相关
的数字技术。这可以促使所有利益相关
者和国家跨数据边界以及商品和服务开
展合作。

AptikaKominfo RI Semuel A. Pangera-
pan总干事解释了佐科维总统发起的数字
化转型加速议程的5个步骤，其中重要部
门之一是基于电子的政府系统或电子政务
中的公共服务，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电子
政务排名可以从2018年的第107位增加到
2022年的第88位。

印 尼 内 政 部 代 表 P r o f . Z u d a n -
ArifFakrulloh 表示，印尼需要一个e-KTP
作为综合身份号码数据。“人口数据非
常动态，每年人口交易都会发生很多变
化，为此提出了一个 adminduk 解决方
案来促进管理人口信息的过程，”总干
事 ZudanArif说。

BPJS就业战略规划和信息技术总监
（BPJamsostek）PramudyaIriawanBuntoro
透露，在维护数据安全的过程中，确保
客户数据安全非常重要。

快递物流业务总监PT. Pos Indonesia 
Siti Choiriana表示，目前数据安全非常重
要。“数据安全是公司数字化转型成功
的关键，”Siti Choriana说。PT Pos In-
donesia是印尼历史最悠久的BUMN之一，
已有276年历史，也是最大的BUMN，拥有
4850家分支机构和20,000名代理人，遍
布印尼全国主要城市、县和地区，并与世
界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PT Pos Indonesia通过
业务协作计划利用遍布印度尼西亚的所
有资产，并运行大规模数字化计划，因
此其数字应用程序服务可与其他大公司
相提并论。

出席的小组成员包括来自BliBli的信息
安全副总裁、PT Media Telekomunikasi 
Mandiri Bruce Hanadi 的首席信息安全官 
Rendra Perdana Satria 和印度尼西亚私立
医院协会 (ARSSI) 中心博士。Antonny 
Halim Gunawan，由ABDI秘书长IrSarya-
naSurdirapradja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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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
举行中哈总理会晤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9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哈萨克斯坦
总理斯迈洛夫举行中哈总理会晤。李
克强表示，中哈是友好邻邦，建交30
年来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
国和两国人民。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
成功访问哈萨克斯坦，推动中哈关系
取得新的发展。中方愿同哈方密切高
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在
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
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新社）

广铁集团：
广州各大铁路火车站均正常运营

记者30日从广铁集团获悉，目前，
广州地区各大铁路火车站均正常运营，
没有任何车站关闭或停止运营。有出
行需求的旅客，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健康码绿码，在体温测量正常后，
均可正常进站乘车。去往北京方向的旅
客还需出示北京健康宝和二次查验48小
时内核酸检测证明。铁路部门提示，旅
客出行前可通过铁路12306APP等渠道
了解最新列车开行及余票信息，在满足
相关防疫政策要求后，持当日当次有效
车票进站乘车。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
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及时调整列车开
行方案，备足各方向运力。在广州南
站，记者了解到，该站进一步优化了服
务举措，将营业时间由5时30分提前至5
时，将实名制验证闸机时间由提前3小
时进站调整为提前5小时进站。根据客
流情况，最大化开启实名制验证通道、
安检通道、检票通道，确保旅客进站乘
车畅通。（中新社）

英国将中广核排除在核电站项目外 
中方回应

针对英国将中国广核集团排除在塞
兹维尔C核电站项目之外，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1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尊重中方企业的决定。希望
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营商环境，为中英合作创造有利
条件。有记者问，据报道，29日，英
政府宣布将投资7亿英镑收购拟建的塞
兹维尔C核电站50%股份，负责项目建
设的法国电力集团将持有剩余股份。
报道称英方此举意味着中广核被排除
参与该项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赵
立坚说，中国驻英使馆已就此作出了
回应。我们尊重中方企业的决定。近
年来，中英法在英开展了多个核电基础
设施合作项目，总体持续推进。我们希
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
歧视的营商环境，为中英合作创造有利
条件。（中新社）

中央政法委：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陈文清28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
会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近期决
策部署。会议强调，政法机关要以有力
举措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坚决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围绕中共
二十大报告涉政法工作部署要求，研
究政法机关今后一个时期贯彻落实的
任务目标、具体举措，要求全面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底线思维和斗
争精神，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法治中国，以政法工作现代化保
障中国式现代化。会议强调，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治站位，不断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要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纠纷，帮助
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要坚决依法打
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依法打
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新社）

10月中国销售彩票同比增1.1%
中 国 财 政 部 3 0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10月，全国共销售彩票297.18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加
3.27亿元，增长1.1%。财政部表
示，彩票销售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
109.91亿元，同比减少15.92亿元，
下降12.7%，主要受上年同期即开
票派奖一次性因素拉高基数影响；体
育彩票机构销售187.27亿元，同比
增加19.20亿元，增长11.4%，主要
受竞猜赛事较上年同期增加影响。10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14个省份彩票
销量出现增长，其中，广东、湖北、
江苏和福建增加额较多，同比分别增
加3.80亿元、2.26亿元、1.23亿元
和1.18亿元。（中新社）

江泽民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中新社30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

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

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江泽民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
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
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
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军
事家、外交家，久经考
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
核心，“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同志从青少
年时代起就勤奋学习，
追求真理，受到爱国主
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
的启蒙。在大学学习期
间，经过积极参加抗日
爱国活动洗礼，江泽民
同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完成了人生道
路的选择，最终确立了
为民族解放、人民幸
福而奋斗的人生理想和
信仰。一九四七年从上
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江
泽民同志到工厂工作，
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
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
革命宣传工作，一九四
九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
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
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江泽民同志
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
品一厂第一副厂长、
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
长、第一机械工业部
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
器专业科科长等职。

一九五四年，国家在长
春兴建第一汽车制造
厂，需要大批专业技术
干部和管理干部，江
泽民同志应调前往，
一九五五年赴苏联莫斯
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
习。一九五六年回国
后，江泽民同志任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
副处长、副总动力师、
动力分厂厂长。一九
六二年，江泽民同志
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负责该所科
研领导工作。一九六
六年，江泽民同志调
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
所所长、代理党委书
记，后任党委书记，

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
设计工作。“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江泽民同
志受到冲击。一九七〇
年，江泽民同志调到第
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一
九七一年任中国第一机
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
亚专家组总组长，一
九七三年回国先后任
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
局副局长、局长。一
九八〇年，江泽民同
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
理委员会、国家外国
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党组成
员，主管实施广东、
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
策、灵活措施和试办
经济特区等开创性工
作。一九八二年，江
泽民同志任电子工业
部第一副部长、党组
副书记，一九八三年
任部长、党组书记，
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一
九八二年九月，江泽
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
选为中央委员。

【 中 新 社 3 0 日
讯】11月29日，联合国
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
民国际日”纪念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指出，巴勒
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
核心。全面、公正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事关地
区和平稳定，事关国际
公平正义。巴勒斯坦、
以色列两国和平共处，
阿拉伯、犹太两大民族
携手发展，符合双方
长远利益，也是各国人

民共同期待。国际社会
应当坚持“两国方案”
不动摇，把巴勒斯坦问
题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
置，帮助巴勒斯坦人
民早日实现独立建国梦
想。

习近平强调，中国
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
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正义事业，积极劝和
促谈，推进巴以和平。
中国支持增强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权威，支
持巴各派加强团结，希
望巴以尽快恢复和谈，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重回
正轨。中国将一如既往
地向巴方提供人道和发
展援助、支持巴方能力
建设，帮助巴方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将
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纪念大会致贺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新社30日讯】
针对美国国防部发布报
告炒作中国核力量，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月30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回应指出，美方近
年来反复炒作各种版本
的“中国威胁论”，其
目的不过是为自己扩张
核武库、维持军事霸权
寻找借口。

当天有记者问，据
报道，29日，美国防
部发布中国军力年度报
告称，估计中国现役核
弹头库存逾400枚，如
中国继续进行核扩张，
到203 5年或将拥有约
150 0枚核弹头。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美方
近年来反复炒作各种版
本的“中国威胁论”，
其目的不过是为自己扩

张核武库、维持军事霸
权寻找借口。这是美方
的惯用伎俩，全世界都
很清楚。

“中国的核政策是
一贯的，明确的。”
赵立坚表示，中国坚
定不移奉行自卫防御
核战略，坚持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政策，在
核力量发展上保持极
大克制，始终把自身
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
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
军备竞赛。

他进一步指出，作
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
家，美国近年来持续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
量，继续强化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
用，顽固坚持基于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核威慑政

策，甚至明目张胆地针
对特定国家量身定制
核威慑战略，还与英
国、澳大利亚开展违
背《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目的和宗旨的核
潜艇合作。建议大家
翻翻美国自己近期发
布的系列报告，看看
美方在核领域都做了
些什么，下步要做些
什么。

中方回应美国防部报告炒作中国核力量：

为自己扩张核武库找借口

赵立坚。

【中新社30日讯】
据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商飞
公司）官网消息，11
月2 9日，中国民航局
向中国商飞公司颁发
C919大型客机生产许
可证（PC）。取得生
产许可证是C919大型
客机从设计研制阶段到
批量生产阶段的重要里

程碑，标志着C919大
型客机向产业化发展迈
出了坚实一步。

生产许可证是适航
当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商
的证书，允许飞机依据
经批准的质量控制系
统，进行持续生产。生
产许可证是体现一家航
空制造企业的生产组织
及控制、质量管理和综

合管理水平。从原材料
控制、供应商管理到生
产环节的划分及控制、
生产质量管控，再到飞
机出厂测试、售后维修
维护等，每个细节都必
须有章可循、有据可
查，航空制造企业应严
格按照程序组织各个
生产环节，确保安全受
控。

中国C919大型客机获颁生产许可证

【中新社30日讯】
中国财政部11月30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全国发行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4555亿元
（人民币，下同），
其中一般债券156亿
元、专项债券4399亿
元。全国发行再融资
债券2252亿元，全国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
计6807亿元。

10月，地方政府债
券平均发行期限14.6
年，平均发行利率
2.95%。

2022年1-10月，
中国全国发行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46977亿
元，其中一般债券
7146亿元、专项债券
39831亿元。全国发
行再融资债券23315
亿元，全国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合计70292
亿元。

1-10月，地方政
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
13.4年，平均发行利
率3.03%。

1-10月，地方政
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
23304亿元，其中发
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
金19704亿元、安排
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
3600亿元；地方政府
债券支付利息9527亿
元。

经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批准，2022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为376474.30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158289.22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
218185.08亿元。

1-10月中国发行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46977亿元

中国财政部。

【中国新闻网】11
月29日23时08分，搭载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

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
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
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9分，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
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命令，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
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
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
轨道舱。

完成各项准备后，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30
日7时33分，翘盼已久
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顺利打开“家门”，
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亲
人入驻“天宫”。

随 后 ， “ 胜 利 会
师”的两个航天员乘
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
的“太空家园”里留下
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
太空合影。后续，两个
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
进行首次在轨轮换。期
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
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
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
任务和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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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丹麦名将安赛龙排名第
一，马来西亚选手李梓嘉第二，新
加坡的骆建佑第三。中国台北的周
天成第四，印尼名将乔纳坦第五，
印度的拉卡什亚第六，金廷排在第
六，泰国的昆拉武特第八，日本
名将桃田贤斗第九，安东森跌至第
十。国羽男单之中，陆光祖第17，
赵俊鹏排在第18，李诗沣第26，石
宇奇跌至第30，翁泓阳第32。

女单日本名将山口茜头名，韩
国的安洗莹次席，中国台北名将戴
资颖第三，陈雨菲跌至第四何冰娇
第五，印度名将辛杜第六，泰国名

将因达农第七，王祉怡第八，另外
两位泰国选手李美妙和布桑兰分列
第九和第十。韩悦排名第12，张艺
曼位列第20。

男双日本组合保木卓朗/小林
优吾位居榜首，印尼组合吉迪昂/
苏卡穆约和阿尔弗兰/阿利安托分
列第二和第三。刘雨辰/欧烜屹第
11，梁伟铿/王昶排名第20，何济
霆/周昊东排在第24，任翔宇/谭
强位列第33。

女双陈清晨/贾一凡继续领跑，
日本组合松山奈未/志田千阳第
二，韩国组合金昭映/孔熙容第

三，张殊贤/郑雨升至第七，杜
烜/李汶妹列在第11，刘玄炫/夏
玉婷排在第18。

混双方面，泰国组合德差波/沙
西丽重回榜首，日本组合渡边勇
大/东野有纱第二，郑思维/黄雅
琼跌至第三，王懿律/黄东萍排名
第四，郭新娃/张殊贤排第43。

羽联排名:石宇奇第30陈雨菲第4 

雅思组合跌至第3

陈雨菲

【网易体育30日讯】世界羽联公布第48周世界排名，

男单安赛龙占据头名，石宇奇跌至第30。女单山口茜榜

首，陈雨菲和何冰娇分列第四和第五，王祉怡第八。陈

清晨/贾一凡列在女双榜首，混双郑思维/黄雅琼从头名

跌至第三。

【新浪体育30日讯】
23: 0 0 (卡塔尔当地时间
18:00)，2022世界杯A组
第3轮展开争夺，塞内加
尔2比1取胜厄瓜多尔，萨
尔和库利巴利进球，凯塞
多一度扳平。塞内加尔获
小组第二晋级。

厄瓜多尔轮换3人，普
拉塔、格鲁埃佐和弗朗哥
出场。塞内加尔同样轮换
3人，恩迪亚耶、盖耶和
西斯出战。

厄 瓜 多 尔 ( 5 - 4 - 1 )
：1-加林德斯；1 7-普
雷西亚多(85',25-波罗
佐)，2-托雷斯，3-因

卡皮耶，7-埃斯图皮尼
安；21-弗朗哥(46',16-
萨米恩托 )， 8 -格鲁埃
佐(46',5-西富恩特斯)
， 2 3 -凯塞多； 1 9 -普
拉塔， 1 1 -埃斯特拉达
( 6 4 ' , 2 4 - 雷 亚 斯 科 )
；13-瓦伦西亚。

塞内加尔(4-2-3-1)
： 1 6 -门迪； 2 1 -萨巴
利，3-库利巴利，2 2-
迪 亚 洛 ， 1 4 - 雅 各 布
斯；11-西斯(74',6-门
迪)，26-盖耶；13-恩迪
亚耶(75',20-迪昂)，5-
盖耶，18-萨尔；9-迪亚
(95',4-西塞)。

【新浪体育30日讯】23:00(卡
塔尔当地时间18:00)，2022世界
杯A组第3轮展开争夺，荷兰2比0取
胜卡塔尔，加克波连续3场进球，
德容破门。荷兰夺头名出线。荷兰
仅用德佩和德隆恩轮换出场。卡塔
尔同样轮换2人，哈特姆和穆罕默
德出战。

荷兰( 3 - 4 - 1 - 2 )： 2 3 -诺珀
特；2-廷贝尔，4-范戴克，5-阿
克；2 2-邓弗里斯，1 5-德隆恩
(83',20-库普梅纳斯)，21-德容

(87',24-泰勒)，17-布林德；14-
克拉森(66',11-博古伊斯)；8-加
克波(83',19-韦霍斯特)，10-德
佩(66',18-延森)。

卡塔尔 ( 5 - 3 - 2 )： 2 2 -巴沙
姆；17-穆罕默德(85',13-希迪
尔)，2-米格尔，16-胡希，3-
哈桑，1 4-艾哈迈德；1 0-海多
斯(64',8-阿萨德)，23-马迪博
( 6 4 ' , 1 2 -布迪亚夫)，6-哈特
姆(85',7-阿拉尔丁)；19-阿里
(64',9-蒙塔里)，11-阿费夫。

【新浪体育30日讯】
03:00(卡塔尔当地时间29
日21:00)，2022世界杯B
组第3轮展开争夺，英格
兰3比0完胜威尔士，拉
什福德梅开二度，福登进
球。英格兰夺小组头名，
将战塞内加尔。

威尔士用沃德、詹姆
斯和乔-艾伦轮换出场。
英格兰轮换4人，拉什福
德、福登、亨德森和沃克
尔出战。

威尔士(3-5-2)：12-沃
德；3-威廉姆斯(36',14-
罗伯茨)，5-梅菲姆，6-
罗 登 ， 4 - 本 - 戴 维 斯

(59',16-莫雷尔)；7-乔-
艾伦(81',25-科尔维尔)
，15-阿姆帕杜，10-拉姆
塞；11-贝尔(46',9-约翰
逊)，13-摩尔，21-詹姆斯
(77',8-威尔逊)。

英格兰 ( 4 - 2 - 3 - 1 )
：1-皮克福德；2-沃克
尔(57',19-阿诺德)，5-
斯通斯，6-马奎尔，3-
卢克-肖(65 ' , 1 2-特里
皮尔)；8-亨德森，4-莱
斯(5 8 ' , 1 4-菲利普斯)
，22-贝林厄姆；20-福
登，9-凯恩( 5 7 ' , 2 4 -
威尔逊)，11-拉什福德
(75',7-格拉列什)。

【新浪体育30日讯】
03:00(卡塔尔当地时间29
日21:00)，2022世界杯B
组第3轮展开争夺，美国1
比0小胜伊朗。切尔西边
锋普利西奇进球伤退，美
国夺得小组第二晋级，将
战荷兰。美国轮换2人，
萨金特和卡特-维克斯轮
换出场。美国第38分钟取
得领先，麦肯尼长传，德
斯特头球摆渡，普利西奇

近距离破门。
下 半 场 。 阿 伦 斯 传

球，萨金特禁区左侧射近
角被没收。伊朗下半场加
强反攻，雷扎伊安传中，
戈多斯近距离头球攻门顶
高。戈利扎代禁区右侧传
中，戈多斯1 2码处劲射
擦右侧立柱偏出。穆萨任
意球直接射门稍稍高出。
雷扎伊安左路任意球传
中，普拉利甘吉前点冲顶

偏出近角。
伊朗 ( 4 - 3 - 3 ) ： 1 -

贝 兰 万 德 ； 2 3 - 雷 扎
伊 安 ， 8 - 普 拉 利 甘
吉，1 9-侯塞尼，5-穆
哈马迪( 4 5 + 3 ' , 1 8 -卡
里 米 ) ； 2 1 - 诺 罗 拉 希
(71',16-托拉比)，6-伊
扎图拉希，3-哈吉萨菲
(72',25-贾拉利)；17-
戈利扎代， 2 0 -阿兹蒙
(46',14-戈多斯)，9-塔

雷米。
美国(4-3-3)：1-特

纳；2-德斯特(82',18-
摩尔)，13-里姆，20-
卡特-维克斯，5-罗宾
逊；8-麦肯尼(65',23-
阿 科 斯 塔 ) ， 4 - 亚 当
斯，6-穆萨；2 1-维阿
(82',3-齐默曼)，24-
萨金特(7 7 ' , 1 9-赖特)
，10-普利西奇(46',11-
阿伦斯)。

世界杯-加克波连3场进球 德容破门荷兰2-0夺头名

荷兰2-0夺头名

世界杯-普利西奇进球伤退 美国小胜伊朗次席出线

世界杯-切尔西铁闸进球 

塞内加尔2-1厄瓜多尔晋级

世界杯-拉什福德双响 

福登进球 英格兰3-0夺头名

英格兰3-0夺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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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aMorula 当下
巴厘岛Nusa Dua国际医疗和生育健康中心

支持振兴印尼医疗旅游业
Moru l a I ndones i a有限

公司（Morula IVF Indo-
nesia）将“BundaMorula 
Nusa Dua” 引入国际医
疗和生育健康旅游目的地 
。位于 Indonesia Tour-
ism Development Corpo-
ration 公司（ITDC）管理
的Nusa Dua地区。这是对
卫生部和旅游和创意经济
部振兴旅游业的计划的一
种支持，其主要重点是振
兴医疗和健康旅游目的
地，恢复巴厘岛经济。

作为一个象征，身为
Morula Indonesia有限公
司总裁的Dr. dr. Ivan 
R. Sini, GDRM, MMIS, 
FRANZCOG, Sp.OG博
士与Morula Indonesia
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和
Bundamedik Healthcare 
System（BMHS）集团一
起在Bunda Morula Nusa 
Dua 剪彩，该剪彩仪式正
式在Crea Premium Build-
ing, Kawasan Pariwisata 
Nusa Dua (ITDC), Lot 
C4, Benoa,Kuta Selatan
区, Badung县 ,巴厘省举
行。

“上周，印度尼西亚
成为2022年G20主席国。
这是进一步向世界介绍
印度尼西亚健康旅游潜
力的一个契机，将Bun-
daMorula Nusa Dua介绍
为具有先进生育治疗和

家庭生活方式治疗服务
的医疗和生育健康旅游
目的地。选择巴厘岛作
为建立BundaMorula Nusa 
Dua的地点，是因为巴厘
岛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旅游目的地，该岛以其
非常强大和独特的风俗
以及非常美丽的自然美
景而闻名。BundaMorula 
Nusa Dua在这里为巴厘
岛人民以及国内外游客
提供便利，让他们在巴
厘岛享受旅游之旅的同
时获得生育和健康健身
设施” Dr.dr. Ivan R. 
Sini, GDRM, MMIS, 
FRANZCOG, Sp.OG, 
Morula Indonesia有限公
司总裁说道.

根据BundaMorula Nusa 
Dua作为医疗旅游支持设
施的主要目标，可以说，
健康旅游是一种旨在身心
康复、提神、健身的旅
游旅行。与此同时，医疗
旅游是以医疗为目的的旅
行，例如，医疗检查、治
疗，到某些医院进行手
术，以及前往附近目的地
的旅行。

健康是印度尼西亚的
地方优势之一，这不仅
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原材
料的商品，还因为必须
共同支持的强大文化传
统。印度尼西亚在开发
保健产品方面具有巨大

的潜力，可以凭借其独
特性进入全球市场。健
康很重要，因为从新冠
肺炎疫情后的全球健康
趋势或全球健康结构来
看，人们越来越关注健
康；生活质量和健康。

“ 在 未 来 ， 我 们 将
通 过 提 供 合 格 的 妇 产
科 医 生 和 辅 助 生 殖 技
术 服 务 领 域 的 国 际 R -
TAC(Reproductive Tech-
nology Accreditation 
Ce r t i f i c a t i on)认证，继
续发展和发展医疗和健
康服务。计划在2023年
BundaMorula Nusa Dua
开始运作专注于促进文
化价值观  该, 进行高质
量的治疗，高标准和高
结果。”DR. dr. Ivan 
R. Sini, GDRM, MMIS, 
FRANZCOG Sp.OG. 说
道.

EmaWidiastuti，ITDC
业务发展总监 补充
道，“我们欢迎Bunda-
Morula Nusa Dua成为
2022年运营的最新租户
之一。BundaMoruLa的出
现是The Nusa Dua 作为
一站式目的地，在未来，
该地区不仅将提供世界级
的星级住宿和会展设施，
还将提供人们所需的各种
健康设施。”

E m a 还 乐 观 地 认
为，“穆鲁拉母亲的出

现将对该地区的游客数
量和入住率产生积极影
响，并为Nusa Dua作
为一个综合旅游区而建
立 的 旅 游 生 态 系 统 带
来好处。“希望这种类
似 的 合 作 能 够 在 I T D C
开发的其他领域继续下
去，ITDC目前正在开发
和管理NTB龙目的曼达利
卡地区和NT T纳闽巴乔
的Tana Mori。我们感谢
Agung Panorama Prop-
ertindo 有限公司作为
Crea Premium Building
的经理，以及支持开发
BundaMorula Nusa Dua的
所有各方，”Ema 说道.

I NyomanGiriPrasta, 
S.Sos，Badung摄政王 欢
迎开发BundaMorula Nusa 
D u a。我谨代表Ba d u n g
摄政区政府和私人感谢
Morula Indonesia 有限公
司，通过这一新举措，我
们正在Badung摄行政区发
展医疗旅游，共同帮助建
设我们热爱的Badung。

Morula Indonesia有
限公司 通过试管婴儿
（IVF）计划帮助实现成
为父母的梦想。Mo r u l a 
IVF 拥有超过24年的经
验，采用最新技术和国
际R-TAC(Reproduct ive 
Technology Accredita-
tion Certification).认
证标准。我们帮助了印

尼 1 2 5 0 0 0 对夫妇，怀
孕成功率最高，达72%
。Morula Indonesia 有限
公司拥有的另一项技术是
PGT-a技术或非整倍体预
植入基因检测，这是一项
检测胚胎染色体问题的技
术，以防止孕妇和IVF患
者流产。

这项PGT-A技术为多
次进行试管婴儿计划但
未成功怀孕的夫妇、有
反复流产史的夫妇、既
往妊娠有先天性异常史
的夫妇以及38岁以上的
夫妇提供了好处。年除
了PGT-A，还有另一种
先进的染色体检查，即
PGT-M（单基因/单基因
缺陷的植入前遗传检测）
。使用PGT-M技术可以
预防的几种疾病包括地中
海贫血、脊髓肌肉萎缩、
囊性纤维化和其他遗传性
遗传疾病。

***
关于Morula Indone-

sia有限公司:
Morula IVF Indonesia

是Bundamedik Health-
care System 的一部
分，该系统专注于在印
度尼西亚开发“Mo r u l a 
I V F ” 生 育 诊 所 。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 1 9 9 7
年，Bundamedik Health-
care System 建立了
Morula生育诊所，现已更

名为Morula IVF Jakar-
ta，现已成为印度尼西亚
最大的生育诊所之一，参
与IVF项目的患者每年增
加，平均每年增长怀孕成
功30%。

Bundamedik Health-
care System 认识到对
良好标准生育计划服务
的需求有多高，并产生
了良好的结果，因此致
力于在“Morula IVF In-
dones i a”的管理下继续
在印度尼西亚发展Morula
试管婴儿生育诊所，迄
今为止，已有10家Morula 
IVF 诊所（Morula IVF 
雅加达、Morula IVF 西
普塔、Morula IVF 丹
格朗、Morula IVF 玛
贡达、Morula IVF 美
琳达万隆，Morula IVF 
巴东、Morula IVF 坤
甸、Morula IVF 日
惹、Morula IVF 泗水和
Morula IVF 望加锡），
以及为BundaMorula Nusa 
Dua开发新设施。

媒体联系人:
YeniBelaPramadita
公共关系和媒体专家| 

Morula IVF Indonesia
有限公司

手机号码： +62 
878 2161 7879 |电子邮
件：bela.pramadita@

morulaivf.co.id

【本报讯】11月28日，
万丹——公共工程和公共
住房部长（PUPR）兼印尼
赛艇运动协会（PB POD-
SI）总主席Basuk i欢迎参
加第十四届亚洲龙舟赛的
印尼龙舟队从泰国罗勇芭
堤雅锦标赛回国，迎接者
有印度尼西亚赛艇运动协
会顾问吴能彬博士，公
共关系黄丽佳女士 和团
队。

Basuki部长建议运动员
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保持成绩和凝聚力，
为国家呈现最好的一面。

印尼體總第三副主席
Drs.TursandiAlwi及印尼
賽艇秘賽賽Edy Suyono表
示所有成就都必须为 2023 
年亚运会努力，保持成就
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
加強团结緊密合作，我們
一定會奪取到亞運會的總
冠賽。

Basuki 部长对赛艇运动
员在亚洲龙舟锦标赛上获
得的 11 枚金牌表示感谢和
自豪。“这是运动员、教
练员和 PODSI 管理人员辛
勤工作的结果，”他说。

印尼赛艇队参加了1 8

项比赛中的12项，参赛人
员37人，其中男运动员15
人，女运动员15人，教练
员4人，按摩师1人，管理
人员1人，官员1人。

在比赛的12个项目中，
印尼赛艇队获得了1 1枚
金牌和1枚铜牌。 200
米、500米、1000米 DB 12 
Crew Mix 获得金牌 DB 12 
Crew Women 200米、500
米、1000米 DB 12 Crew 
Open 500米、1000米 DB 
22 Crew Mix 200米距离，
距离500米，距离1000米。 
而铜牌则是在 200 米距离

的 DB 12 Crew Open 中
获得的。

亚洲龙舟锦标赛共有
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
港、马来西亚、泰国、缅
甸、澳大利亚、柬埔寨、
印度、新加坡、尼泊尔和
印度尼西亚等12个国家参
加。

印 尼 队 的 成 功 是 自 
2022 年 1 月上旬以来所
做准备的结果，该队准备
参加8月的 2022 年亚运会
赛事，但由于某种原因被
推迟到 2023 年 9 月。
(雨林编辑，黄丽佳报道)

迎接印尼赛艇队，Basuki 部长:关注成就和团结

Budiman Setiawan、RipkaWidjaja、John FeterMatulessy、Mohamad 
Suryadi、Alwin、Prof DR Nurdin Purnomo合影。

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长兼印尼赛艇运动协会（PB PODSI）
总主席Basuki举起奖杯。

PB PODSI诸理事在机场合影。 运动选手们合影。

近日，“留学梦，嘉
庚情”主题征文比赛结
果公布，我校获一等奖2
项、二等奖2项。菲律宾
留学生柯炳真的作品《
三遇嘉庚先生》（指导
教师：盛译元）、印度
尼西亚留学生温明岚的
作品《嘉庚精神伴我逐
梦前行》（指导教师：
路阳）获一等奖，缅甸

留学生徐东的作品《留
学梦归家途》（指导教
师：陈淑斌、张永强）
、老挝留学生蔡美丽的
作品《嘉木扶疏，庚伏
人间》（指导教师：钟
大荣）获二等奖。

本次征文比赛由厦门
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
陈嘉庚奖学金招生院校
联盟主办，集美大学承

办，共收到来自厦门大
学、华侨大学、集美大
学、厦门理工学院、厦
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集美工业学校和集美中
学7所陈嘉庚奖学金联盟
院校学生作品104篇，共
评选出获奖征文2 3篇，
其中一等奖4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11篇。

据悉，今年是陈嘉庚

先生诞辰148周年，为纪
念陈嘉庚先生，促进陈嘉
庚奖学金招生院校留学生
了解陈嘉庚，学习传承嘉
庚精神，展现各院校留学
生群体的精神风貌，提高
奖学金生的培养质量，厦
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特
举办“留学梦，嘉庚情”
主题征文活动。

（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陈嘉庚奖学金生在“留学梦

嘉庚情“主题征文比赛中斩获佳绩

我校陈嘉庚奖学金生温明岚作为获奖学生代表参加颁奖仪
式（右三）



「 我让他扔了，他也不

肯，我不想他睹物思情，

又不敢自作主张，怕坏了

母子情分，这么多年，你

什么都不知道。」

烛火掩映下，周华贵显出疲

态。这几个月，她已经想

得很清楚了，做错事情不

能装作没事，装作没事永

远不会过去，她得认错，

才能说其他。

她污蔑了宋有福，污蔑了汪

蕊，污蔑了对她有恩的宋

家，让宋心瑶自请下堂，

这一件件都影响着文澜跟

宋心瑶的人生，现在终于

也影响到她的人生，她很

想自珍跟宝珍，可是没资

格要求看孩子。

「你能不能……能不能……

」周华贵艰难的开口。

宋心瑶不解，能不能什么？

「能不能原谅我？我知道

这样说太轻易了，但我是

真心认错的……对不起。」

第十五章 尾声

三个月后，春树巷，宋宅。

榖雨时节，绿芽探头，百

花盛开，又到了宋心瑶最

爱的茶花季节。

宋家的花匠自然早早把粉红

色的茶花都搬了进来，一

盆盆的，开得碗口大小，

花形富贵，看着就喜气。

花匠今年另外搬了几株兔

儿牡丹，挺可爱的小花，

有点像铃兰又有点像小灯

笼，春风吹过，结在上头的

小花就摇曳起来，十分有

趣，薛自珍跟薛宝珍最喜

欢了，喜欢看、喜欢用手

轻轻接触，但却不会去采。

宋心瑶忍不住称赞自己教

得好，好花就要留枝头。

那场大年夜火事过后，他

们母子三人就直接住在娘

家了，娘家好，娘家妙，

什么事情都有人张罗，简

直不要太惬意。

前阵子，许氏请来了王先

生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启

蒙，王先生以前中过进士，

但因为宠妾灭妻被政敌拿捏

着，当时皇上正在清政，

不要品行有瑕疵的官，王

进士就首当其冲被拔了功

名，学问虽在却过得很不

如意，所以当许氏愿意以

一个月二十两的银子聘请

的时候，他就答应了。

惊蛰过后，宋新天的嫡长

子宋安，庶女宋可人，跟

薛自珍、薛宝珍四人就一

起天天去书院上课。

宋心瑶一边感叹孩子大得

快，一边又想，最好一辈

子都住在家里，当娘的女

儿真的太幸福了，她上辈

子一定做了很多好事。

想着想着，手中的兔子荷

包就好了，绞了线，看看

还是挺满意的。

「大小姐。」春分过来说：

「薛大爷下朝了。」

「快请。」

「不用请，我自己进来。

」薛文澜的声音。

就见他大步流星的穿过垂花

门，脸上藏不住的笑意。他

的脸伤已经好了，中间发

过两次烧，不过都很快退

下，现在虽然留了疤痕，

但在宋心瑶心中，他却更

高大威武。

当初受伤在宋家养了一个

多月，能上朝后，他就回

到了大理司直的官宅。

他们在律法上的关系依然

是官爷跟外室，只不过这

个外室很逍遥，一直住在

娘家当大小姐。

薛文澜现在半个月住在宋

家，半个月回大理司直的

官宅尽儿子孝道，只有一

点差别……

他住在宋家时，薛自珍跟

薛宝珍会在牛嬷嬷的陪同

下，去跟祖母周华贵团聚

几日。

这是宋心瑶想了很久想出

来的，让大家都好过一点

的方法，周华贵再错，那

也是薛文澜的母亲。

自己是不想服侍她，但自

珍跟宝珍多个人疼爱不是

坏事，她不想跟周华贵一

样当个自私的母亲，如果

想用孩子惩罚周华贵，那

不是爱，而是掌控欲的表

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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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道：“照这样推测下去，整个

地下宫殿，根本也不是作为陵

墓用的，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一

个基地，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才变

成了秦始皇陵。那十二个外星人，不知

是来自什么星体，他们一定有着极其超

卓的能力，极发达的科

技……由古代的度量衡推

算，这十二个外星人的体

型十分巨大，每一个都超

过十公尺，而且他们的

服饰，当时人根本没有见

过，所以就只好笼统之称

为‘夷狄服’。”

我见他这样坚持，也不想

和他争论下去，因为这种

事，争下去永远没有结

果。

而齐白对这则简短的记

载，还真有不少独特之

见。

他又道：“这十二个高

大的外星人，了定曾和秦始皇见了面，

而且，还一定帮了秦始皇的什么忙，所

以秦始皇替他们立像，十二金人像，就

是这十二个外星人的像，可惜十二金人

历史上虽有记载，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

去了，记载说由于金属的缺乏，要尽收

天下兵刃来铸这十二金人像，其巨大可

知，这十二个金人像，恐怕也在陵墓里

面。”

我伸了一个懒腰：“秦始皇若是有外星

人相助，他也不会那么早就死了，一

定会像他所想的那样，千秋万世传下

去。”

齐白“嘿”地一声：“谁知道其中又有

了什么意外？照我推测，秦始皇想求

长生不老的灵药，多半也是外星人的指

点。可怜他以为蓬莱仙岛是在地球上，

据我看，所谓蓬莱仙岛，自然是地球之

外的另一个星球。”

我笑着：“是，有人说，‘山海经’根

本是一本宇宙航行志，现在人在考证‘

扶桑’是日本还是墨西哥，根本没有意

义，在‘山海经’中记载的稀奇古怪的

地方和那地方的生物，根本全是地球之

外的，是浩渺宇宙之中别的星体上的情

景。”

齐白十分兴奋，说了一句中国北方的土

语：“照啊，这才有点意思，你现在承

认在秦代，的确是有外星人到过地球，

曾和当时的人。尤其是高层人士，像秦

始皇，有过接触。”

我摇头：“根据我所说的，不能达成这

样的结论。我至多承认，在那时候，

中国历史上秦、汉时代，神秘事件特别

多，那倒是真的。”

齐白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我想了

一想刚才的对话，感到他不会无缘无故

提起这些问题来，一定另有原因，所以

我道：“你有什么话要说的。痛快一点

说出来，比较好些。”

齐白停了下来：“好像瞒不过你，你

知道，我那一年功夫，也不是一无所

获。”

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

思，刚才他还说，连一个入口处都找不

到，那还会有什么收获？

楔子

一直以来，他都有个预感，她早晚
有一天会害死自己，而今成真之
后，他竟然发现自己连一滴眼泪都
挤不出来。
周遭的一切好似作梦一般不真实，
今天来参加丧礼的人，不管男女都

是一身肃穆的黑。
他希望这里会是她
喜欢长眠的地方。
这个墓园望去有青
草覆盖，有绿荫遮
蔽，环境安静而美
丽 ， 但 是 以 她 这
么喜爱热闹的一个
人 ， 会 喜 欢 、 享
受这样的一份安静
吗？
从他有印象以来，
她便存在他的生命
之中，形影不离。

她跟他同校，从国小到现在的医学
院，她不单是他的未婚妻，也是医
学院小他一届的学妹，她美丽、开
朗，热爱户外活动，举凡冲浪、泛
舟、滑翔翼都是她的最爱，她不怕
危险，只怕不够刺激。
而今天，谁也没有料到，她最后竟

然会因为自己的任性和爱冒险的个
性，赔上宝贵的生命。
白禹安深吸了口气，从来没有像此
刻一样感激太阳眼镜的存在，因为
深色的镜片替他遮去刺眼的日光，
也遮去他眼眸泄露的一切情绪。
他只能勉强对他人安慰似的轻拍肩
膀微微点头。
时间的流转变得不具意义，他不知
道自己在墓前站了多久，只隐约知
道周遭的人一个个离去，最后剩他
一个。
墓碑相片上的女人叫颜凯蔚，她很
美，一头狂野的鬈发、细致的五官
和灿烂的笑容，这样的女人无异是
每个男人的梦中情人，他们两家是
世交，从他们的上上一代就维持良
好的交情，他们青梅竹马，从小一
起长大，年纪相当，成为一对似乎
也是理所当然。
他从来没有问自己是否爱她，因为

他的情感存在他心中。他比任何一
个人都还要清楚明白。
爱她与否……这个问题最终的真实
答案，或许会令周遭的人都跌破眼
镜。
反正他与凯蔚一直以来不论喜好或
个性都很相似。
他跟她一样喜欢冒险刺激，所以跟
个喜好相同的女人结婚在一起过生
活，想来并不是令人厌烦的事，所
以他在适当的时候跟她订婚，预计
彼此都成为正式医生之后结婚，爱
与不爱在他的心中成了个不是很重
要的问题。
但一切变了，她的过世使得一切计
划都改变了……微风吹来，白禹安
的双眼微闭了一下，想起在他们出
事的当天，他们起了很大的争吵。
不过这样的争执对他们两个人来说
并不是了不起的新闻。

(05)

做人：一定要沉住气。
太骄傲；终有一天会毁了
自己。
千万不要跟身边人张扬炫
耀自己的优越感。
看似有人追捧；实则惹人
厌弃。

(113)

(01)

，在最伤心的时候，劝解往往

是多余的，不如随其尽量发

泄，倒还好些。

陈霖怔怔地看着心上人，一言不发，

那凄凉至极的啼声，散放在空间，圈

划出层层令人心颤的悲哀线条，扩

散，波动！

蓦然……“凤仪坳”之内，遥遥传来

一阵急遽的号角声！

陈霖搀起楚玲道：“玲妹，人死不能

复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为死者复

仇！”

楚玲用衣袖拭干了眼泪，咬牙切齿的

道：“霖哥，我誓要杀尽这些丧心病

狂的白骨教徒！”

“走吧！迟了恐怕元凶漏网！”

两人飞身朝坳内扑去！

坳内丘陵起伏，怪石嶙峋，歧道百

出，所幸楚玲是轻车熟路，略无阻

滞。白骨教凤仪分坛……也就是原来

的“八旗帮”总舵，由于“活阎罗”

的突然来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

中，空气中已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沿途不见半个人影，那些桩卡，不知

是伏匿不出，还是已全部撤走，总之

全坳死寂得如鬼域，极可能的是他们

自忖无法阻遏得了“活阎罗”，现身

等于送死，所以干脆由他长躯直入。

血红耀眼的孔明灯，冉冉升空，灯上

绘着白骨骷髅头的号志，不下十盏之

多！“霖哥，那是什么？”

“可能是分坛求援的讯号！”

陈霖说对了，那正是“白骨教”求援

的讯号，该教吞并“八旗帮”，成立

分坛，不过是短短数日工夫，一切还

未就绪，却不道煞星骤临，分坛主“

吸血残神古森”，虽然凶狠暴戾绝

伦，但听了“活阎罗”的大名，仍不

免惊魂出窍，股栗不已。

“活阎罗”何以会猝然光临凤仪坳？

他与“八旗帮”难道又有什么渊源？

这令人无从忖测，但有一点毫无疑义

的，便是死神已向“凤仪分坛”伸出

了手，“血魔”师徒所至之处，必然

是尸山血海！恐怖……使得所有分坛

内的白骨教徒惶惶然如临末日！谁说

不呢！

“ 凤 仪 分 坛 ” 的 命
运，已决定在当陈霖
慨 允 和 楚 玲 同 行 之
时！而“湘鄂—剑楚
文鼎”被陈尸坳口，
更 加 重 了 陈 霖 的 杀
机！分坛主“吸血残
神古森”一方面发出
求援信号，一面召集
香 主 以 上 的 高 手 集
议，所有的高手都一
致主张撤出分坛。
“血魔”师徒武功之
高，简直无从想像，

出手之辣，也同样的骇人！
凭分坛内的这数十高手，想与“活
阎罗”抗衡，不啻以卵击石！教
主“白骨尸魔”在教徒的眼中，是
神奇莫测的人物，然而在“生死
坪”之役中，合以赤衣教主之力，
乘“血魔”在久战乏力之后，全力
以赴，险些不能全身而退，以师量
徒，“活阎罗”的功力，当然同样
的不可思议！就在众高手集议不
决之际，分坛之外，传来一阵惊
呼！坛内的高手顿时面上失色，分
坛主“吸血残神古森”当先起立，
众人随着一涌而出！只见一个俊美
至极的少年，和一个清丽绝俗的少
女，并肩立在分坛外的空坪之中，
两人有一共同之点，就是目含怨
毒，脸笼杀气。分坛主一行现身之
后，所有分坛内的教众，纷纷围集
空坪四周。空气紧张的使人鼻息
昏窒。想不到使武林震颤的“活阎
罗”，竟然是这么一个俊品人物！
“吸血残神古森”狰狞的面目中，
微露惊怖之色，上前三步道：“少
侠就是人称的活阎罗？”
陈霖冰寒至极的答道：“不错！”
“在下白骨教凤仪分坛坛主吸血残
神古森，不知少侠……”
楚玲心切父亲惨死，早已热血沸
腾，目毗欲裂，一听对方就是元凶
首恶，哪里还按捺得住，娇斥一
声：“恶魔，纳命来！”
就待纵身飞扑……陈霖一把把她拉
住低声道：“玲妹稍安毋躁。他们
逃不了！”
然后冷冷地向古森道：“吸血残
神，‘八旗帮’总舵何以会成了白
骨教的分坛？”
吸血残神古森生平第一次被人指名
喝问，但却不敢发作，闻言之下，
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道：“在
下奉命接掌分坛，这点阁下可以到
敝教总坛去问！” (118)

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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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点

医学前沿

我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每天晒1.5小时太阳，防老痴

公益公卫·健康管理

减脂增肌防肥胖 改善情绪提成绩

每日一英里，孩子身体棒
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 邢 雪

快乐养老

老年遇事更积极

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7%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更
加重了孩子双眼的负担。
如何为孩子护眼，成为众
多家长的心病，护眼产品
因而再次风靡。

宣传得天花乱坠
在某购物软件上，与“

护眼”相关的产品种类繁
多，令人眼花缭乱。记者
调查发现，市面上护眼产
品主要有四类：

贴敷类大多夸大宣传。
贴敷类主要包括护眼贴、
蒸汽眼罩等，每片价格仅
几元甚至几角。某月销量
在5万单以上的“甘菊植
萃精油蒸汽眼罩”，宣称
可“预防近视，淡化黑眼
圈和细纹，安享睡眠”
，但评论中不少消费者
称“贴完眼睛又热又红，
疼得睁不开”“贴了之后
眼周很干很紧绷”。某“
中药护眼贴”的宣传语
更大胆——“跟模糊说再
见”“近视杀手”“一贴
看清”。然而早在20 1 9
年，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
就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
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
明确指出，从事儿童青少
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
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
宣传中使用“康复”“恢
复”“降低度数”“近视
治愈”“近视克星”等表
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
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
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
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
骗消费者。

按摩类效果名不副实。
这类产品主要包括气压
型、润眼型等，价格跨度
较大，从几十元至几千元
不等。某月销量70 0 0多

单的按摩仪号称“每天10
分钟，还你清晰视界”，
产品评价里是清一色的好
评。但记者发现，这些好
评言词同质化较严重，并
且在针对该产品的提问版
块，有不少买家表示“没
用”“已闲

置”“很鸡肋”“没
啥效果”，还有人反映“
噪音有点大”。某月销量
2000多单的“润眼仪”则
打出了“2秒拯救干眼症”
的口号，评价中也有买家
称“效果很鸡肋”“智商
税”。此外，部分护眼仪
还打出了“近视杀手”“
智能保护视力”等较绝
对、有误导性的标语。

口服营养素多为进口
或大品牌。这类产品主要
成分为蓝莓叶黄素，有胶
囊、压片糖果等形态，价
格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以进口品牌为主，通常标
有日本、新西兰“原装进
口”等字眼，国产的一般
也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
销量榜首的某叶黄素酯压
片糖果评论中，大多为“
味道好”“红血丝有减
少”。

矫正类销量低。矫正
类以蝴蝶镜、矫正图为代
表。某月销量10 0 0单以
上的蝴蝶镜，产品简介中
有“如果做过视力检查，
有验光师推荐，请直接选
购推荐的度数，如果不清
楚自己的情况，实惠通用
型一般选择200度”的表
述。在某月销量达800单
的散光恢复视力矫正图
的评论区，有买家留言
称：“方法比较科学，趣
味性也强，孩子会主动练
习。”

用不对反而伤眼
“贴敷类产品护眼效果

比较有限。”武汉市中心
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贾君
告诉《生命时报》记者，
部分含有中药成分、叶
黄素的产品可能会起到促
进眼部血液循环、改善干
涩感的作用，但在预防近
视、淡化黑眼圈和细纹、
改善睡眠方面的效果是几
乎没有的。贾君提醒，这
类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群
使用：对于本身有眼部基
础疾病的人，护眼贴可能
会加重病情；对产品成分
过敏、皮肤和眼睛都比
较敏感的人，容易出现过
敏、结膜炎等问题；小孩
子眼部比较脆弱，使用护
眼贴很容易出问题。“这
类产品仅适合部分长时间
盯着屏幕，眼睛干涩、疲
劳的成人。”贾君说。

对于按摩类产品，贾君
持保留态度：“如果按摩
仪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试
验，就极易导致视网膜脱
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并且，按摩眼周穴位虽然
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缓解疲劳，但是不能治疗
近视。”

至于口服营养素类产
品，贾君表示，其具有护
眼功效，但这些营养通过
日常饮食也可以获得。营
养素产品属于膳食营养补
充剂，适合身体吸收功能
较弱、需要额外补充的人
群。

“一些矫正类的图片
反倒是有效的。”贾君
称，这类图片一般是通过
训练“看近”“看远”等
来调节眼部肌肉，让其循
环“放松—紧张”，能起
到预防近视加深的效果。

防控近视有四个靠谱方法
近视会影响学习和生

活，若不及时控制，还会

护眼产品吹得欢作用小
按摩不当可致视网膜脱离 乱用眼贴反而会加重病情

受访专家：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贾 君

本报记者 牛雨蕾

改变眼睛结构，诱发各种
眼病。例如，近视后青光
眼发病率会增加14.4倍，
视网膜病变几率增加7.8
倍，白内障几率增加 3.3 
倍。贾君表示，公认的近
视防控方法有以下几点：

1.每天坚持户外运动。
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
两小时可为眼部强制性减
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
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
发生几率。2 .使用角膜
塑形镜，也就是大家熟悉
的“OK 镜”。这是一种
需夜间佩戴8 ~ 1 0小时的
质地较硬的隐形眼镜，可
通过物理压迫，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角膜形态。但这
种镜片仅适用于近视度数
在125~500度的人群，对
于度数较低和较高的人群
效果都不明显。3 .使用
0.01%的阿托品眼药水。
这是一种扩瞳药物，在晚
上休息时使用可以让眼周
睫状肌变松弛，起到调节
麻痹、缓解紧张状态的
作用，进而控制近视的加
深。4.使用离焦镜片。它
与普通近视镜片不一样，
佩戴者在看近处和远处
时的焦点不同，可以起到
预防近视加深的效果。此
外，哺光仪是一种红外照
射仪器，可通过改善眼部

脉络膜循环来预防近视加
深，但贾君强调，这种技
术比较新，其功效仍需要
更多的临床数据做支撑。

贾君针对不同人群给
出了护眼建议。第一，儿
童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发育
期，也是防止近视的关键
期。要注意休息，每学习
45分钟就应休息 10~15 
分钟；休息日最好走出家
门，多在阳光的照射下进
行户外运动；空闲时要避
免使用电子产品，即便使
用也要保持用眼距离；甜
食会导致近视加深，最好
少吃，应多摄入蓝莓等新
鲜果蔬。第二，长期使用
电脑的上班族，在日常生

活中要有意识地多让眼睛
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
足睡眠；不要长时间盯着
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
起身活动一会儿、多看绿
色植物或远眺。600度以
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
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
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
第三，老年人要多注意补
充营养，防止白内障、青
光眼等疾病。建议适当吃
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
果出现眼睛发胀、视力模
糊、遮挡感等情况，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有糖尿病
的老人，每隔3个月就应
到眼科查一次眼底。▲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儿
童每天至少要进行 1 小时
中度到剧烈体育运动。此
外，每周要通过一些抗阻
运动来增强肌肉。然而，
只有不到40% 的儿童达到
这一标准，久坐、看屏幕
等占据了孩子们大部分运
动时间，导致肥胖问题日
益加剧，他们晚年更易被
糖尿病、脑卒中和心脏病
等“缠上”，直接影响生
活质量和寿命。为解决这
一问题，近年来英国政府
采取了许多干预措施，比
如增加体育课时长和运动
强度，但效果有好有坏。
如何既能让干预措施有可
持续性，又能实际改善儿
童健康呢？一项名为“每
日一英里”的计划应运而
生。

今年4月28日是“每日
一英里”计划提出的第
10 年，该计划由英格兰
斯特灵市一位小学校长创
立，倡导学龄儿童每天离
开教室15分钟，散步或慢
跑1英里（约1600 米）。
孩子们会在老师选定的时
间里完成“每日一英里”
运动。一般来说，他们会
穿着校服和运动鞋，跑
走结合，在学校操场上绕
圈。孩子们可自由选择运
动速度，也可在运动时和
同学、老师聊天。在一个
学年结束后，英国斯特灵
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
人员对比了当地两所学校
391名 4~12 岁儿童的身体
状况，其中一所学校参与
了“每日一英里”计划，
另一所没有。结果发现，
参与计划的孩子平均每天

运动时长增加9分钟，静
坐时长减少1 8分钟，可
完成的最长跑步里程增加 
5%，皮肤褶皱厚度（评
估体重是否正常的指标）
也减少了4%。另外还有
多项研究显示，“每日一
英里”计划能改善儿童体
能（增加 9%）、腿部力
量（增加 5%）和身体成
分（减少4%的体脂），
有助提高警觉性、情绪和
语言记忆力（增加7%）
，上课注意力更集中，对
体育运动的态度更积极。
不仅如此，该计划还有助
促进积极的同学关系和师
生关系。看到英国在改善
儿童健康方面给出这么好
的“模板”，目前全球有 
87个国家和地区，1.4 万
所学校的300多万名学生
参与其中。

英国萨福克地区的一
位小学老师表示：“孩子
们喜欢‘每日一英里’计
划，不仅提供了参加体育
锻炼的好机会，也是很棒
的脑力休息，让孩子们有
机会振作起来，为学习做
好准备。”默西塞德郡的

一位小学老师则表示，通
过该项目，孩子们的大运
动和精细运动技能、平衡
能力都得到了改善，尤其
是对一些患有哮喘的儿童
特别有益。孩子们甚至喜
欢在雨中跑步，这样的活
动增加了他们的感受力，
也提高了韧性、决心和自
信。还有家长反映说，孩
子们的睡眠和饮食习惯有
了很大进步，体力也得到
了改善。奥运会110米栏
奖牌得主、英国运动员科
林·杰克逊认为，“每日
一英里”计划将对年轻一
代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帮助英国各地孩子变得更
健康、更快乐，希望每个
孩子都有机会参与这个奇
妙的计划。

在学校推广获得积极
反馈的影响下，“每日一
英里”计划现在也面向成
年人发出倡议，建议每天
进行15分钟户外活动，慢
跑、散步都可以，将锻炼
融入日常生活，促进身体
健康，拥有更好的精神状
态、更快乐的生活和更有
效率的头脑。▲

近日，《神经科学杂
志》刊登了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和剑桥大学的
一项研究。该研究让249
名年龄在18~88岁之间的参
与者，观看一系列积极、
中性或消极情绪的电影剪
辑，观察并记录他们产生
的情绪反应及自我调节。
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
长，年长者对中性刺激的
反应更加积极，并且能够
更好地将消极体验重新转

化为积极体验，更善于驾
驭社会环境。

“我们看到，积极情
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研究作者、新南威
尔士大学施维泽博士解
释，“情绪化”是个人对
所处环境做出的反应。“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
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
人会拥有更广泛的心理调
节能力，变得更善于驾驭
社会环境。相反，“大脑

老化模型理论”则认为，
老年人之所以对痛苦做出
更积极的反应，是因为他
们大脑中产生负面反应的
区域不能正常工作。然
而，“没有证据能够证
明‘大脑老化模型理论’
的正确性，因为我们没有
看到杏仁核体积(参与消极
反应的大脑区域之一)对
参与者的情绪有独立影响 
。”施维泽说。

▲（瑟庄妮）

作为人体维生素D的
主要来源，阳光对维生
素D的合成至关重要。
同时，阳光直接影响人
的觉醒状态、情绪和认
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发表在《BMC 医
学 》 的 一 项 新 研 究 发
现，每天平均晒太阳 1.5
小时，老痴风险最低。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 人
在户外阳光下暴露的时
间与全因痴呆风险之间
有关联，阳光照射时间

在三个变化点（夏季为
2小时/天，冬季为1小
时/天，平均为1 . 5小
时/天），痴呆风险最
低。阳光与认知能力下
降的关系可能有多种机
制。维生素D受体广泛
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胶
质细胞中，参与神经传
递、神经保护、免疫反
应调节、促炎症因子抑
制和氧化应激调节。而
大多数维生素D是在暴露
于紫外线的皮肤中合成

的。
除 了 影 响 人 体 维 生

素D的状态，阳光还可
能通过调节昼夜节律和
影响视交叉上核（也称
为人体内部时钟）来影
响人体的生理和认知功
能。当然，过度的晒太
阳也会增加许多负面风
险。因此，探索最佳的
日照时间长度可以帮助
我们获得更多的好处以
及更少的损害。

▲（王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