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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17/3）上午，
盾币兑美元开盘汇率若与
前一天交易日收盘时一美
元兑1万5389盾比较提升9
点或0.06%成为1万5380
盾。

周 五 ， I C D X 分 析 师
Revandra Aritama在雅加达
对ANTARA社透露，“我
国央行行长对国内通胀状
况和印尼经济增长充满信
心。这对印尼的经济增长
产生积极影响。”

印度尼西亚银行(BI/央
行)表示，由于国内和出口
需求提高的推动下，印尼
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随着各地区的流动性增
加、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

心提高，预期家庭消费将
更强劲。

由于BI货币政策的良好
反应以及BI与中央和地方
政府之间在中央通胀控制
小组(TPIP)和区域通胀控
制小组(TPID)，通过各地
区的国家食品通胀控制运
动（GNPIP）的紧密协同，
通货膨胀才得以控制。

Revandra表示，此外，
今天盾币走势也受到央行
理事会会议结果的影响，
会议决定恢复将央行的基
准利率维持在5.75%。

而 外 部 方 面 的 美 元
情 绪 ， 仍 受 到 硅 谷 银
行（ S V B）、银门银行
（Silvergate Bank）及签

名银行（Signature Bank）
三大美国银行倒闭的影
响，这导致美国中央银行
或美联储放松加大货币政
策紧缩力度，抗击通胀的
计划。

他预测盾币兑美元汇率
将在1万5300至1万5450盾
之间波动。

与此同时，Bank Mandiri
货币市场分析师Reny Eka 
Putr i补充说，市场业者将
期待下周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FOMC)会议或美联
储政策委员会的结果。预
计联邦基金利率将继续上
调25个基点(bps)成为4.75
至5%范围。

此外，国内银行业的
状况能够保持强劲是由于
流动性宽松，利率具竞争
力，银行对商业世界融资
仍然很高，

BI进行了银行业弹性压
力测试并已得出结论，国
家银行体系的状况并未直
接受到美国三家银行倒闭
的影响。

周四（16/3），盾币收
盘价下跌7点或0.05%，一
美元兑1万5389盾，而前一
天交易日收盘价为一美元
兑1万5382盾。（fd）

【本报讯】雅加达跨银行交易，在周五早盘

交易的盾币汇率由于印尼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而

有所上升。

我国央行行长对国

内通胀状况和印尼

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图为雅加达万自立银行分行的官员展示美元钞票和印尼盾
币的情景。

【本报讯】周五(17/3)
，佐科威总统在南加里曼
丹省的Ban j a r b a r u市主持
Ban j a r b a k u l a饮用水供应
系统(SPAM)落成启用仪
式。SPAM将为南加里曼丹
省大约6万户家庭提供了清
洁水。

“所以这里的SPAM将
为马辰城市、Ban j a r b a r u
市、Banjar县、Barito Kuala
县、Tanah Laut县提供清洁
水。”

总统透露，SPAM第二
期建设工程耗资7870亿盾
的预算。

总统补充称，Banjarbakula
饮用水供应系统处理的原水

来自Riam Kanan河流。
“距离这里约20公里，

运到这里，经过加工、清
洗，然后供应给约6万户
家庭。”

与此同时，佐科威总统
还为参加就启用仪式的学
生们做有奖对答题。三名
勇敢上前回答总统提问的
学生，随后从总统手中获
得自行车。

Banjarbakula SPAM的
容量为每秒500公升。该
SPAM涵盖建造一个容量为
每秒1200公升的取水口，
供应Banjarbakula水处理厂
每秒750公升的水源、供应
Banjar Diamond公司饮用水

每秒170公升和供应马辰饮
用水每秒280公升。从这个
大坝供应了60353户家庭或
30万1765人口的饮用水。

陪同佐科威总统主持
Banja rbaku la SPAM启用
仪式的还有内阁秘书部长
Pramono Anung、Cip t a 
Karya公共工程和民房部司
司长Diana Kusumastuti、
南加里曼丹省长Sahb i r i n 
N o o r、 B a n j a r b a r u市长
Aditya Mufti Ariffin、马
辰市长Ibnu Sina，Banjar
县长Saidi Mansyur、Barito 
Kuala代理县长Munjiyat和
Tanah Laut县长Sukamta。
（fd）

佐科威主持SPAM启用仪式

为6万户家庭提供清洁水

佐科威总统由内阁秘书部长Pramono Anung陪同主持Banjarbakula SPAM 启用仪式。

【本报讯】周五（3月
17日），全球领先的信息
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
商华为在雅加达举办2023
年亚太地区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技能大赛，这证
明其致力于履行培养印尼
数字化人才的承诺。

华为亚太地区公关与传
播部副总裁张政军表示，
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大赛
有望为亚太地区的数字化
未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周五（3月17日），他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大
赛颁奖典礼上致辞称，引
入所谓的华为PIPES人才发
展模式，旨在为各行各业
的个人提供培养机会。华
为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立了1900多所信息
和通信技术学院，每年在
全球培养逾15万名学生。
而在印尼通过分享最新信
息和通信技术技能的经验
和专业知识来履行培养数
字化人才的承诺。

他说：“华为作出通过
在5年内培养10万名印尼数
字化人才计划特别承诺，以
加快数字生态系统建设，目
前已惠及8万多人。”

他进一步透露，2018年
首次举办亚太地区信息和
通信技术技能区域赛。

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大
赛包括网络与云端技术赛
道。网络赛道涵盖路由与
交换相关的关键技术、网

络安全、WLAN，而云端
技术赛道涵盖云计算、大
数据。

全国赛结束后，共有57
名学生和19名教师组成的
19支队伍从初赛中脱颖而
出，参加区域总决赛。

大赛大奖获得者将代表
亚太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
月在中国举办的华为信息
和通信技术技能大赛全球
总决赛。（cx）

【本报讯】印尼数码
银行Jago第三方存款增至
8.27万亿盾，较上一年的
3.68万亿盾同比增长125%
，这由经常账户和储蓄账
户增长238%从2021年的
1.68万亿盾增至 2022年的
5.67万亿盾所推动。

据Jago银行总经理卡里
姆·希勒加尔称，第三方
存款增长离不开公司的创
新和合作。该银行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储蓄账
户数量逾510万户，比2021
年底的1 4 0万户增加近4
倍。

周五（3月17日），卡
里姆说：“想要稳定快速
地发展，我们相信合作是
最有效途径。 我们在关注
信用风险的同时这样做，
才能让Jago银行实现可持
续发展。”

此外，贷款和伊斯兰教
法的融资与第三方存款相
结合，致使Jago银行创下
新的利润记录。截至2022
年 1 2月底，该银行录得
200亿盾税前利润，高于
前一年的90亿盾或同比增
长124%。

然而，Jago银行税后净
利润却下降82%，从860亿
盾降至160亿盾。当年，该
银行税前利润为90亿盾，
税后净利润为860亿盾。
这看似不寻常的利润差异
是由770亿盾的递延税项
所致。此递延税项是2021
年Jago银行实现盈利之后
产生的，而之前连续6年
亏损。

卡里姆说：“Jago银行

在全球和国内经济挑战中
通过建立强大的基础平台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
密切关注潜在风险，同时
迎接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机
会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Jago银行贷款和伊斯兰
教法的融资增长76%成为
9.43万亿盾，而2021 年为
5.37万亿盾。这一增长得
益于通过与生态系统、数
字平台、信贷公司和其他
金融机构合作来投放伊斯
兰教法融资和贷款。

Jago银行副总经理阿里
夫·哈里斯希望20 2 3年
客户数量能够新增300万
户。

周五（3月17日），阿里
夫在雅加达Jago银行总部
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称，
去年客户数量从140万户
增至50 0万户，新增30 0

万户左右，有可能会再增
加。总体而言，2022年使
用Jago手机银行软件和伊
斯兰教融资和信贷客户数
量达到700万户。每年新增
数量差不多一样。

2022年，Ja g o银行为
了吸引客户开展创新和合
作，例如推出Jago Syariah
手机软件以及将Jago手机
银行软件与GoFood业务合
作伙伴 GoBiz手机软件同
步。

他说：“今年，我们也
将持续创新，加强和现有
的生态系统的合作，和新
的生态系统建立合作，为
更多人提供以生活为中心
的数字金融解决方案。”

尽管客户数量增加，但
Jago银行尚未打算增加实
体分行，目前该银行有4家
实体银行。（cx）

【本报讯】周五（3月
17日），国家粮食储备局
（Bu l o g）总经理布迪·
瓦瑟索迪在东雅加达行政
市克拉玛特-查帝市场透
露，仓库中政府大米和商
业大米剩余储备为2 8万
吨，这用于满足当前的需
求。

国 家 粮 食 总 局
（Bapanas）局长阿里夫·
帕拉瑟迪沃·阿迪补充
称，国家粮食储备局仓库
中大米库存是政府大米和
商业大米。国家粮食储备
局每个月必须发放20万吨
大米供社会公众消费。

据悉，国家粮食总局希
望国家粮食储备局在大丰
收期间吸纳240万吨国内
大米产量，其中120万吨
将用作政府大米储备，其
余的将用于其他用途，包
括将于本月向社会公众分
发粮食援助。

国家粮食储备局将在大
丰收期间吸纳240万吨大米
产量和在干旱播种的收获
期吸纳其余的产量来达到
国家粮食局设定的目标。

据悉，干旱播种季节是
在7月、8月、9月、10月
进行，产量往往会少于年
初。（cx）

华为亚太地区ICT技能大赛

加快数字生态系统建设

周五（3月17日），在雅加达举行的2023年华为亚太ICT大
赛颁奖典礼现场情景。

Jago数码银行第三方存款增至8.27万亿盾

周五（3月17日），Jago银行副总经理阿里夫在媒体发布
会上发表讲话。

国家粮储局目前大米库存为28万吨

每月须发放20万吨供社会公众消费

印尼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盾币兑美元环比提升9点或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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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信贷增长依然缓慢
但经济仍持续复苏

2月份的银行信贷略有回升，这表明经济复苏
的势头还在持续。传统商业银行和伊斯兰银行的
融资都有所增加，尽管增幅有限，但确在继续增
长。

印尼央行(BI)的数据显示，所有经济部门的银行
信贷在今年2月都有所增长，同比达到10.64%，
略高于一月份的10.53%，但还低于2022年12月的
11.35%。然而，这似乎是由于季节性因素，即每
年年初银行资金的吸收一般都较低。

伊斯兰银行业的融资增长更高，2023年1月同比
达到20.9%，2023年2月又上升至20.13%。在中
小微型企业领域，信贷也在继续增长，特别是人民
商业贷款(KUR)的分配，截至2023年2月底已达到
5.87兆盾。

信贷需求略有增加的原因，是供应方的可用
性符合充足的流动性条件和宽松的银行贷款或
融资标准。从需求方面来看，也受到企业需求
增加，包括中小微企业和家庭消费持续改善的
推动。

尽管今年全球和国内经济仍面临各种挑战，但
国民银行的贷款预计将继续增长。这是因为印尼经
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这一发展实际上超过了去年央行对信贷增长
仅为8.9%左右的估计。尽管低于2022年实现的
11.35%，但今年有可能会增长更高。

银行业主要优先事项是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其
次是投资贷款和消费贷款。优先支付的消费信贷类
型是住房贷款(KPR)和公寓贷款、多用途贷款和机
动车贷款。

从行业来看，2023年第一季度的信贷分配将优
先考虑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金融领域。

印尼银行业发展研究所(LP P I )高级教员阿敏
（Amin Nurdin）估计，今年的贷款增长与2022年
没有太大区别。阿敏在前些时候说:“如果去年的
成就是11%，今年也将在10%到12%之间。”

预计印尼将保持稳定和增长的经济支持了贷款
的增长。阿敏说:“我认为，全球经济放缓和不确
定性对印尼的影响不会太大。我们国内经济的这一
有利因素得到国家支出和高消费的支持，从而推动
了对信贷的需求。”

目前，银行流动性仍然充裕，足以鼓励信贷
增长。这体现在2 0 2 2年 1 2月银行第三方基金
(DPK)的年增长率达到9.01%。银行资本也保
持强劲，2 0 2 2年 1 1月的资本充足率(CA R )为
25.45%。

然而，银行仍需保持信贷质量。因为从2023年
3月底开始，信贷重组放宽计划将仅适用于某些行
业和地区。另一个挑战是基准利率的上升趋势。从
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央行已连续6次上调基准
利率，累计上调了225个基点。

基准利率的提高有可能减缓信贷需求，因为信
贷分期付款将增加，但估计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因为银行已经预料到信贷利息的上调幅度不会太
大，而是会循序渐进。

这些预期的步骤确实是必要的，以帮助某些仍
然需要支持以便能够崛起的部门和群体。我们支持
政府和金融管理局继续协助商界和公众的措施和政
策，以推动经济更快复苏。

据印尼卫生部通信与
公共服务局周五（3月17
日）在雅加达发布的新
闻声明，印尼卫生部长
布迪古纳迪（Budi Gunadi 
Sadikin）和新加坡卫生部
长王乙康（Ong Ye Kung）
于周四（3月16日）在新
加坡签署了印尼与新加坡
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

布迪古纳迪说，此次签
署对于加强与印尼最近的
邻国新加坡在卫生领域的
合作非常重要。这份谅解
备忘录旨在通过两国卫生
部门的合作来推动经济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

布迪古纳迪表示，加强
印尼和新加坡之间在卫生
领域的合作，是提高东南
亚地区卫生安全努力的一
部分。

于周四（3月16日）
的年度领导人务虚会议

印尼和新加坡开展卫生领域合作
【本报讯】印尼和新加坡政府在卫生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一级和二级卫生

服务、卫生筹资、卫生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和卫生安全。

印尼卫生部长布迪古纳迪和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于周四（3月16日）在新加坡签署印
尼和新加坡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

（Leaders’ Retreat）期
间，卫生部长布迪古纳

迪与几位部长陪同佐科
威总统在新加坡总统府

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
行双边会谈。（pl）

【本报讯】佐科威总
统于3月17日出席在南加
里曼丹Tabalong县举行的
祈祷会时赞赏马来族和班
加尔民众全力支持正在建
设过程中的国家新首都努
山达拉（IKN Nusantara）
，佐科威总统冀望马来族
和班加尔民众可以在国家
新首都建设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我冀望，马来族和
班加尔民众在国家新首
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同时也成为实现国
家新首都完成建设历史
的重要部分。”佐科威
总统这样表示。

佐 科 威 总 统 透 露 ，
国家首都搬迁至东加里
曼丹省跨越北彭纳杰姆
(Penajam Paser Utara)县
与库台卡塔内加拉(Kuta i 

Ka r t anega r a)县，以实现
印尼为经济中心的发展和
促进经济平等。此外，国
家新首都建设不仅迁移建
筑物和建设更新的大楼，

而我们的工作方式转变为
基于现代经济的思维方
式，并可以与其他国家的
人力资源（SDM）竞争。

“ 新 的 工 作 方 式 ，

为社会大众的服务能更
快 和 更 好 ， 还 有 转 变
思维方式，致使我们可
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
争。”佐科威总统如斯
说道。

现时国家之间的竞争
不容易，致使我们需要
更好的工作和思维的方
式，并能对未来带来积
极的影响。

佐科威总统在闭幕致
辞中表示，我要求社会
大众努力祈祷和工作，
这是为实现国家新首都
努 山 达 拉 可 以 完 成 建
设，国家新首都建设被
视为在加里曼丹加速发
展的门户。如所知，自
19 6 0年便已开始发起国
家首都迁至加里曼丹的
构想。因此，希望能尽
快实现（yus）

总统赞赏马来族和班加尔民众

全力支持国家新首都建设

佐科威总统于3月17日出席在南加里曼丹Tabalong县举行的
祈祷会，赞赏马来族和班加尔民众全力支持正在建设的国
家新首都努山达拉。

【本报讯】政法安统
筹部长马福德（Mahfud 
MD）于3月14日在澳大
利亚墨尔本记者招待会
上表示，我将与财政部
长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进行会面以讨
论在财政部发现可疑交
易额达300万亿盾，并
要求丝莉财长立即澄清
被视为可疑的交易。

“我将于20日返回印
尼并与财政部长丝莉会
面。要求她对在财政部
的交易进行澄清。”马
福德这样说道。

马 福 德 评 价 ， 财
政 交 易 分 析 报 告 中 心
（PPATK）此前发现在
财政部交易额达300万
亿盾。根据PPATK对此
交易进行调查结果，这
项交易不是受贿贪污案
和也不是洗黑钱刑事案
（TPPU）。虽然如此，

马福德不愿对此交易详
细解释，主因是他仍在
墨尔本进行工作访问，
不应该在这里解释。

马福德强调他自己
与丝莉对官僚腐败的问
题拥有一致的决心，丝
莉已为国家努力工作，
尤 其 是 根 除 任 何 腐 败
行为。因此，马福德承
诺将对在财政部的怀疑
交易进行彻底解决。此
外，马福德此前于10日
说，在2009年至2023年
财政部交易额达300万
亿盾被发现的是洗黑钱
刑事案。

PPATK局长Ivan Yus-
tiavandana于14日表示，
这项交易与海关和税收
犯罪有重大的相关，财
政部正在处理海关和税
收犯罪案。在财政部发
现的可疑交易引发社会
大众的关注。（yus）

【本报讯】陆军参谋长
杜东（Dudung Abdurach-
man）接待2022年联合国
驻黎巴嫩维和部队（Unit-
ed Nation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UNIFIL）的嘉鲁达
（Garuda）特遣队代表团。

引述陆军信息处周五
（ 3 月 1 7 日 ） 的 书 面 声
明，20 2 2年联合国驻黎
巴嫩维和部队的嘉鲁达特
遣队代表团刚刚完成了从
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
3月7日在南黎巴嫩执行联
合国维和任务。

杜东除了欢迎他们回
国之外，还对嘉鲁达特
遣队在20 2 2年的奉献精
神表示感谢和自豪。杜
东希望嘉鲁达特遣队已
执行的任务，能够在未
来为印尼军队的进步提
供新的经验。

2022年嘉鲁达特遣队共
有1,088名国军士兵，以
731/Kabares i步兵营为主

陆军参谋长接待嘉鲁达特遣队代表团

陆军参谋长杜东（Dudung Abdurachman）周四（16/3）在雅加达陆军总部接待2022年联合国
驻黎巴嫩维和部队（UNIFIL）的嘉鲁达特遣队代表团。

【 本 报 讯 】 雅 京 特
区暂摄省长赫鲁（H e r u 
B u d i  H a r t o n o）表示，
有必要在首都增加无人
机以确保在东盟峰会之
前没有居民乱扔垃圾。

赫 鲁 在 雅 加 达 南 区
市长办公室说，乱扔垃
圾 可 能 会 受 到 2 0 1 3 年
关 于 废 物 管 理 第 3 号 地
方条例的约束，肇事者
会 遭 受 到 5 0 万 盾 的 罚
款。

赫鲁希望通过强制执
行该地方条例，保持雅
加达南区清洁有序，以
致 印 尼 担 任 2 0 2 3 年 东
盟轮值主席国能圆满成
功。他要求雅加达南区
的国家公务员（A S N）

努 力 为 将 于 今 年 5 月
在 东 努 沙 登 加 拉 省 纳
闽 巴 霍 / 拉 布 安 巴 佐
（L a b u a n  B a j o）和今
年 9 月 在 雅 加 达 举 行 的
东盟峰会取得成功。

赫 鲁 说 ， 每 个 人 都
必须意识到不可乱扔垃
圾的责任感。城管部队
（S a t p o l  P P）必须人
性化，同时适当解释，
这样就不会扰乱雅加达
南 区 的 安 全 。 除 了 城
管部队之外，赫鲁还表
示，雅加达南区公园和
城市森林服务局等多个
相关方正在努力进一步
美化公园区域，让风景
更绿化更美观。

此外，雅加达南区环

财政部发现可疑交易额达300万亿盾

马福德将与丝莉财长会晤讨论

政法安统筹部长马福德（左）于3月14日出席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力。该 特遣队的任务是
监测南黎巴嫩和以色列边
界地区（即所谓的蓝线）
活动的执行情况。除了维
护两个交战方之间的和平
之外，嘉鲁达特遣队还执
行与周围社区直接互动的

任务。
嘉鲁达特遣队代表团其

中有嘉鲁达特遣队指挥官
Fikri Ferdian上校、部队
总部支援队（Force Head 
Quarter Support Unit /
FHQSU）指挥官Arh Andre 

W i r a上校、部队保护连
（Force Protection Com-
pany /FPC) 指挥官Ginan-
jar Wahyutomo中校、军事
社区外联部队（MCOU）
指挥官Afrizal Rakhman少
校等。（pl）

雅京特区暂摄省长赫鲁称

有必要在东盟峰会前增加无人机

雅京特区暂摄省长赫鲁（Heru Budi Hartono）

境局将保持该地区清洁
有序，并确保位于雅加

达南区的东盟秘书处区
域没有垃圾。（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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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合作社及
中小企业部主管中小企业
部门副部长哈农（Hanung 
Harimba）要求印尼电子商
务协会（idEA），关闭在
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进口
旧服装产品的商店。

1 6 日 ， 他 在 雅 加 达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idEA承诺通过社会
化措施，杜绝旧服装产品
交易行为，提醒卖家向海
关申报，包括商品的合法
性，若不能遵守法律，将
采取下架措施和被列入黑
名单。”

哈农希望，下架警告或
杜绝进口旧服装产品买卖
措施能在下周内实施。

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也
将评估这一步骤，并要求
idEA提供有关从电子商务
中删除的旧进口商品销售
数量的数据。

“如果没有进展，合
作社及中小企业部将与贸
易部讨论应该采取的政

策，”他再次表示。
在同一场合，idEA副总

主席布迪（�udi �rima��udi �rima�
wan）表示，idEA同意遵
守政府的规定，包括现行
的法律法规。

“我同意所有方面，
包括平台提供商都帮助国
民企业家通过数字生态系
统开展业务，”布迪说。 
(er)

【本报讯】贸易部长祖
尔基弗利·哈桑（Zulkifli 
Hasan）称，政府正在努力
实现到2023年3月供应45
万吨食用油的目标。

贸易部长于15日在雅加
达与国会第六委员会的工
作会议上说：“3月的食
用油供应量必须达到45万
吨。”

他解释，2023年2月棕
榈油生产商完成的食用油
国内市场义务（DMO）总
供应量36万0150吨，分别
为散装食用油27万1339吨
（75.34%）和MinyaKita 
8万8811吨（24.66%），
而1月份的DMO总供应量
26万4386吨。

作为预测进入斋月和

开斋节期间的需求不断增
长，贸易部已将棕榈油生
产商的食用油国内市场义
务增至45万吨。

“政府已将每月的棕
榈油DMO由3 0万吨增加
到45万吨。2月还是过渡
期，并不容易。2月份的
DMO总供应量已达到36万
吨，”部长说。 (er)

政府致力实现到3月食用油供应量达45万吨目标

【本报讯】我国政府通
过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与美
国签署了印尼—美国清洁
能源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MoU）。

这份协议标志着印尼
清洁能源发展工作组的成
立。该谅解备忘录由能源
与矿产资源部秘书长利达
（Rida Mulyana） 与负责
全球市场的助理商务部长
兼美国和外国商业服务局
局长Arun Venkataraman签
署。

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
在雅加达能源与矿产资源
部大厦举行。利达致辞时
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构
成合作的基础，并鼓励和
促进清洁能源领域的双边
合作。

“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构

成合作关系的基础，并鼓
励和促进印度尼西亚清洁
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双边
合作，”利达说。

他解释说，合作将涵盖
多个领域，包括碳捕获和
利用储存（CCUS）、网
络安全、小型模块化反应
堆（SMR）技术、地热、
生物乙醇和印度尼西亚首
都的智慧城市技术。 他
说，此次合作还将取代于 
2015年签署的电力工作组
谅解备忘录。

利达表示，我国政府
将利用该工作组来实现我
国的电气化和电力发展目
标，初步重点是帮助我国
实现2025 年可再生能源
占能源生产结构 23%，
以及在2060年或更早之前
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我国政府将邀请美国
公司进行合作，不仅是
为了投资，也是为了改善

我国的能源转型技术，作
为两国政府协议的后续行
动。(er)

我国与美国签署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协议

16日，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秘书长Rida Mulyana（右）在雅加
达，与负责全球市场的助理商务部长兼美国和外国商业服
务局局长Arun Venkataraman签署印尼—美国清洁能源工作组
的谅解备忘录。

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要求

电子商务平台关闭销售旧服装产品商店

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主管
中小企业部门副部长哈农
（Hanung Harimba）。

【本报讯】�e r t am i n a 
Hulu Indonesia公司
（�H I）2023年制定了一
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作为
公司支持政府实现国家
生产计划，即石油日产量 
6 . 3 4万桶和天然气日产
量 6.685亿标准立方英尺
（MMSCFD）的一部分。

� H I 公 司 加 里 曼 丹 区
公关和社区参与、产业
发 展 经 理 多 尼 （ D o n y 
Indrawan）在雅加达发布
的书面声明中表示：“�HI
已制定战略，以应对2023
年及以后几年上游油气业
务的运营挑战和动态。”

除了生产目标，�H I还
设定了比20 2 2年更多的
钻井目标，即198口开发
井、5口探井和33 7口修
井。

“2022年，公司已成功
钻探163口开采井和4口勘
探井，”多尼说。

对 于 2 0 2 2 年 的 生
产，�H I的石油日产量为
57 8 0万桶，天然气日产
量为6.683亿标准立方英
尺。 这表明对国家石油和
天然气生产，即石油日产

量6.26万桶和天然气日产
量55.72亿标准立方英尺
做出了重大贡献。

多尼表示，20 2 2年司
将继续努力，通过各种创
新和技术来维持和增加产
量，并遏制产量自然减少
的速度。

面向20 2 3年，公司正
在准备各种战略，包括积
极的勘探活动以寻求新资
源、基线优化和开发以增
加产量、增加与北塔米纳
集团实体的协同效应和联
合采购，以及评估和优化
组合资产。

�HI在勘探、开发、生产
优化和运营协同方面采取与
投资组合优化相关的战略步
骤，并努力保持生产设施的
可靠性以实现公司的目标。
公司还鼓励实施适当的数字
化，以增加协作、业务和创
新，以实现高效的石油和天
然气运营。

�H I是北塔米纳上游控
股公司的一部分，公司根
据ESG（环境、社会、治
理）原则，管理加里曼丹
第3区的上游石油和天然
气运营和业务。(er)

为支持政府实现国家生产计划

PHI制定雄心勃勃目标

Pertamina Hulu Indonesia公司（PHI）加里曼丹第3区位于东加省
Senipah的钻井平台。

他 在 雅 加 达 对 记 者
说道：“由于新加坡希
望可参与发展国家新首
都努山达拉，这对我国
政府来说是一项重大进
展，为建设IKN寻找投资
者。”

他解释说，全球投资
者都知道，新加坡是国
际金融中心之一，但他
推动政府马上对该谅解
备忘录签署采取进一步
措施。

“当然，我国政府必
须立即跟进我国国家新
首都努山达拉管理局与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
城市中心（CLC）签署的
谅解备忘录，”他这么
说。

此外，他还建议，我
国与新加坡之间发展东

加省国家新首都努山达
拉的过程需要进行知识
和技术的转移。

“ 考 虑 到 新 加 坡 是
投资者中心，我认为有
来自新加坡的大型投资
者进来是件好事。这意
味着，若新加坡进入国
家新首都努山达拉，我
希望最重要的是为我国
必须有知识和技术的转
移，”他称。

此前，我国国家新首
都努山达拉管理局与新
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
市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在国家新首都开发
宜居城市。

我国国家新首都努山
达拉管理局局长�ambang 
Susantono与新加坡国家
发展部长Desmond Lee在

佐科维总统与新加坡总
理李显龙举行领导人务
虚会间隙签署该谅解备
忘录。

在同一活动中，还宣
布了新加坡20家公司提
交对IKN投资的意向书。

该几家公司，其中是
Quantum �ower、�G&E 
Group、Aries Investment 
M a n a g em e n t、O rm a n d 
Cap i t a l、S ing t e l、JOE 

G r e e n 、 S � I C 、 R E 
Sustainability、 Woodlands 
Transport 和 Mustafa。 
此外，还有S e m b c o r p 
Energy Indonesia、ST 
Engineering、Capital World 
L i m i t e d、 C I C C、 L e k 
San Group、Scanteak、 
YCH、S�S Transit、King 
Wan Corp、HMI Group、LHN 
Group、Avon Group、�auer 
和WEnergy Global。(vn)

Indef：我国与新加坡签署谅解备忘录

对IKN Nusantara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经济于金融发展研究所

（Indef）经济学家Eko Listiyanto表示，

我国与新加坡签署了有关国家新首都努山

达拉（IKN Nusantara）发展的谅解备忘录

很重要。

图示我国国家新首都努山达拉管理局局长Bamba ng 
Susantono（左）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Desmond Lee签订谅
解备忘录，以在IKN开发宜居城市。

【本报讯】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开放了从印
度进口大米的选择，已满
足政府大米储备（C��）
的需求。

他在雅加达举行的Na�Na�
gara研究所全国讨论会上
说：“我的意思是先买
下来，等到大丰收后再进
去也行，因此，国粮署
（�ulog）有来自印度的大
米库存。”

他确认，在几天前对印
度进行工作访问后，才提
出上述从印度进口大米的
建议。他认为，粮食问题
是早该做好准备的重要问
题。若国粮署在大丰收季
节无法满足C��库存足够

的条件，进口大米可能是
一种选择。

“目前库存已没有了，
但数量不必达到 1 . 2 万
吨。我已经问道，国粮署
在这次的收获已经买了多
少，只有3.5万吨，”他
续说。

他解释说，在现今经济
不确定的情况下，每个国
家限制销售渠道，包括大
米销售量。若不急于采取
缓解措施，他担忧大米库
存无法满足社区的需求。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
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随时在外国拥有储备，因
此，他们稍后会可用。不
要让我们想购买时，商品
已经没有了，现今不是从
外国进口，”他如斯说。

虽然如此，他强调称，
从印度进口的大米只是一个
提议，还没有与相关利益方
进行进一步讨论，更不用说
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了。

回应该建议时，国家
粮食局局长Arief �rasetyo 
Ad i强调称，现今国家粮
食局仅将专注于在大丰收
时采购稻谷和水稻。有关
为满足C��库存而进口大
米的决定，他确认将在大
丰收季节结束后才进一步
计算。(vn)

【本报讯】贸易部发
布了棕榈油产品的参考价
格，用于确定在2023年3
月16日至31日期间的出口
关税和棕榈油种植基金管
理机构公共服务局的出口
税为每公吨911.41美元。

贸易部外贸司司长�udi 
S a n t o s o说道，上述出口
税比2023年3月1日至15日
期间的每公吨889.77美元
增加了21.64美元（2.43
）。该法规是在2023年第
863号有关征收出口关税
的棕榈油参考价格，及在
2023年3月16日至31日期
间棕榈油种植基金管理机
构公共服务局出口税的贸
易部长决定书规定。

他在雅加达发布的官
方广播中说：“现今棕榈
油的参考价格已经上涨，
并再次比每公吨680美元
的门槛回升。为此，参考
当前的财政部长条例，在
2023年3月16日至31日期
间，政府征收的棕榈油出

口关税每公吨为74美元，
及棕榈油的出口税每公吨
为95美元。”

在2023年3月16日至31
日期间，棕榈油的出口关
税是指财政部第12 3号/
�MK.第010号/2022年条
例附录C的第6列，每公吨
达到74美元。

同时，根据2023年3月
16日至31日期间的棕榈油
出口税是第154号/第05
号/2022年的附录字母C的
棕榈油出口税每公吨为95
美元，棕榈油出口关税和
其出口税与在2023年3月1
日至15日期间保持不变。

棕榈油参考价格的上
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是随着中国制造业活
动增加，使全球需求跟着
增加、我国实施强制性使
用从�30到�3 5生物柴油
的政策，导致全球供应下
降、高降雨量，及临近在
我国和马来西亚做好准
备。(vn)

贸易部发布2023年3月16日至31日

棕榈油参考价格

贸易部长开放从印度进口大米选择

已满足政府大米储备需求

图示贸易部长在雅加达会见媒体时。

【本报讯】Minamas种
植园通过Minamas研究中
心（MRC）与棕榈油研究
中心（��KS）合作，再
次生产Simalungun棕榈优
质种子，以支持国家棕
榈产品的竞争力。

Minamas种植园首席执
行官Adi Wira Abd Razak

在�adung县签署该合作协
议上说：“这项合作是
我们为提高油棕种植园
的生产力、盈利能力，
及 业 绩 所 做 的 努 力 之
一。”

此外，此次合作还旨
在让油棕小农，特别是我
国各地的油棕小农更容易

获得真正的优质种子。
M i n a m a s 种 植 园 和

��KS已自从2012年以来
开始通过位于廖内省的
MRC研究中心生产该Si�研究中心生产该Si�Si�
malungun油棕优质种子。

��KS于2003年2月正
式获得第137号/Kp t s/
T�.第240号/2003年的

农业部长决定书，这是
��KS生产Simalungun种子
的专利。

他 对 政 府 ， 特 别 是
��KS的合作、支持，及
信任，使Minamas种植园
能够成为我国油棕优质
种子的企业家之一而表
示感谢。(vn)

Minamas种植园和PPKS合作生产棕榈优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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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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7日

	 1	 MREI	 4300	 4000	 -300	 -6.98%	 231800	 945595
	 2	 TGKA	 6975	 6725	 -250	 -3.58%	 6600	 44317
	 3	 INDR	 4700	 4510	 -190	 -4.04%	 180300	 815981
	 4	 FISH	 6775	 6600	 -175	 -2.58%	 900	 5940
	 5	 CMRY	 4620	 4470	 -150	 -3.25%	 2304300	 10461669
	 6	 SKLT	 1910	 1780	 -130	 -6.81%	 200	 370
	 7	 TCID	 6200	 6075	 -125	 -2.02%	 2100	 12732
	 8	 BBSI	 3200	 3080	 -120	 -3.75%	 2200	 7028
	 9	 KONI	 2750	 2630	 -120	 -4.36%	 482300	 1286773
	10	 MSIN	 4140	 4020	 -120	 -2.90%	 1918100	 7837734

	 1	 ITMG	 37200	 39250	 2050	 5.51%	 7612500	 296868425
	 2	 UNTR	 26925	 28450	 1525	 5.66%	 15487900	 436887815
	 3	 BYAN	 19100	 19725	 625	 3.27%	 682500	 13256737
	 4	 GGRM	 25000	 25500	 500	 2.00%	 1316100	 33290785
	 5	 ADMF	 9650	 9900	 250	 2.59%	 27000	 265795
	 6	 BMRI	 9850	 10100	 250	 2.54%	 87831800	 883346365
	 7	 INTP	 9750	 10000	 250	 2.56%	 9720800	 97222162
	 8	 PTBA	 3650	 3880	 230	 6.30%	 83150000	 320586700
	 9	 ADES	 6425	 6650	 225	 3.50%	 77200	 511047
	10	 PRDA	 5350	 5575	 225	 4.21%	 1426800	 7907845

截至2023年2月份

电子货币交易升至35.7兆盾
【本报讯】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指出，2023年2月份电子货币交易

额达35.7兆盾同比增长31.14%。

综指上升112点至6678.237点

1美元兑15345盾
【本报讯】周五（3月17日）综合股

价指数（综指/IHSG）收盘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89.99点或1.37%至
6655.718点。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112.509点或1.71%，报收于6678.237
点。LQ-45指数上升16.75点或1.85%
，报924.254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升，日本指数上升
323.1 8点或1.20%，报27333 . 7 9；
香港指数上升31 4 . 6 8点或1 . 6 4%，
报1 9 5 1 8 . 5 9；上海指数上升2 3 . 6 5
点或 0 . 7 3%，报3 2 5 0 . 5 5；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2 3 . 5 6点或 0 . 7 5%，报
3179.10。

根据idx.co.id的数据，我国整天的交
易总共发140万5490次，有511亿9366万
2910份股票易手，总值19兆6297亿2688
万1007盾。涨价的股有384种，落价的股
有178种，293种持平。

外资净购1兆零零85亿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I T M G （ 印 多

矿 业 公 司 股 ） 涨 价 2 0 5 0 盾 ， 现 价 3
万 9 2 5 0 盾 ； U N T R （ 联 合 拖 拉 机 公
司股）涨价1 5 2 5盾，现价 2万 8 4 5 0
盾；BYAN（Bay a n能源公司股）涨价
625盾，现价1万9725盾；GGRM（盐仓
香烟公司股）涨价500盾，现价2万5500
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MRE I（Maskapa i
再保险公司股）落价300盾，现价4000
盾；TGKA（Tigaraksa Satria股）落价
250盾，现价6725盾；INDR（Indo-Rama 
Syn the t i c s股）落价190盾，现价4510
盾；FISH（FKS Multi Agro股）落价175
盾，现价6600盾。

盾币增值44盾
周五，雅加达银行间即期美元汇率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15389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值15433盾，盾币增值
44盾。（asp）

央行行长贝利·瓦
尔吉约（Perry War-
jiyo）周四（16/3）在
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数字经济和
金融的交易在鼓励经济
活动中蓬勃发展。”

贝利称，蓬勃发展
的数字经济和金融的
交易是由更广阔的数
字经济活动、配合在
顺利和依靠的央行支
付系统支持下的更方
便数字支付系统以及
蓬勃发展的数字银行
服务。

他 表 示 ， 数 字 银
行 交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28.35%至4332.1兆

盾。使用自动提款卡
（ 或 A T M 卡 ） 、 借
记卡和信用卡的支付
交 易 额 也 同 比 增 长
9.61%至654.9兆盾。

与此同时，2023年2
月的流通货币量 (UYD) 
同比增长2.71%，达
905.4兆盾。

此外，贝利表示，
控制的通胀已支持经
济稳定。2023年2月的
消费物价指数 (CPI) 
通胀为5.47%，环比
的5.28%略有上升，
原因是波动较大的食
品通胀升至7.62%。

据 他 说 ， 核 心 通
胀继续放缓至3.09%

，原因是通胀预期下
降、输入型通胀压力
受控以及总供应充足
以应对需求增加。

由 于 央 行 的 货 币
政策反应和通过在各
个地区国家食品通胀
控制运动（GN P I P）
在中央通胀控制小组
（TPIP）和地方通胀控
制小组（TP ID）中，
央行与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之间密切的通
胀控制协同作用，已
导致通胀得到控制。

此 外 ， 贝 利 接 着
说，在国内和出口需
求增加的推动下，印
尼的经济增长依然强
劲。随着各地区间流
动性的增加、零售销
售和消费者信心的提
高，预计家庭消费将
进一步增强。

国 家 战 略 项 目 
(PSN) 的完成和外国
投资流入 (PMA) 的增
加也为投资提供了坚实
的支持。国内需求增加
的前景也受到出口改善
的进一步影响。

国内需求增加的前
景也受到出口改善的
持续影响。随着全球
经济前景的改善，预
计商品和服务出口将
高于此前的预期。

他说，截至2023年
2月的发展表明，我
国的非石油和天然气
出口增长很高，包括
对中国的煤炭、金属
矿石和原棕油出口增
加。

此外，国内外游客
访问量也有望增加。 
在空间上，较好的出
口 前 景 支 持 加 里 曼
丹、苏门答腊和苏拉
威西、马鲁古和巴布
亚（或简称为苏兰布
亚/Sulampua）较高的
经济前景。

据行业、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运输仓
储业的前景有望强劲
增长。鉴于这些各种
发展，2023年我国经
济增长料将在4 . 5%
至5 . 3%的范围内偏
高。（asp）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7333.79		 涨	 323.18

韩国综合	 2395.69		 涨	 17.78

香港恒生	 19518.59		 涨	 314.68

上海综合	 3250.55		 涨	 23.65

欧股

英国FTSE	 7480.07		 涨	 70.04

德国DAX	 15067.39		 涨	 100.29

法国CAC	 7069.83		 涨	 44.11

荷兰AEX	 735.18		 涨	 8.12

Http://tw.stock.yahoo.com	17/3/2023	16:14

美股

道琼工业	 32246.55		 涨	 371.98

那斯达克	 11717.28		 涨	 283.22

S&P	500	 3960.28		 涨	 68.3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3/3/16

黄金行情
3月17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760000	盾卖出	 509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9520000	盾卖出		 1012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3年3月17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678.24	 	1.71

	 924.25	 	1.85

	 560.20	 	2.59

	 2013.92	 	3.44

	 1125.89	 	1.72

	 1151.76	 	1.85

	 717.84	 	0.97

	 795.52	 	0.7

	 1562.97	 	1.85

	 1364.90	 	1.88

	 664.83	 	0.05

	 5023.90	 	-0.09

	 808.28	 	1.55

综合指数

LQ45

JII	

IDXENERGY	

IDXBASIC

IDXINDUST

IDXNONCYC	

IDXCYCLIC

IDXHEALTH

IDXFINANCE

IDXPROPERT

IDXTECHNO	

IDXINFRA	 	

雅加达分行

本币结算（LCS）	CNY/IDR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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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26	 10247.26	 0.00	 0.00

CNY	 2237.11	 2250.11	 2232.11	 2255.11

EUR	 16436.63	 16555.63	 0.00	 0.00

GBP	 18570.54	 18710.54	 0.00	 0.00

HKD	 1952.73	 1963.73	 1948.73	 1967.73

JPY	 114.49	 115.39	 0.00	 0.00

SGD	 11371.35	 11448.35	 0.00	 0.00

USD	 15310.00	 15410.00	 15305.00	 15415.00

Date:2023.03.17
Time: 09:00:00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307.50	 15457.50	

新币	 SGD	 11370.01	 11490.01	

港币	 HKD	 1938.93	 1978.93	

日元	 JPY	 113.55	 117.15	

欧元	 EUR	 16216.99	 16476.99	

澳元	 AUD	 10164.74	 10404.74	

英镑	 GBP	 18554.36	 18754.36	

人民币	 CNY		 2211.03	 2261.03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March	17.	2023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 2241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FOREIGN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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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5

	 	

AUD	 10215.51	 10321.28

CNY	 2222.45	 2245.27

EUR	 16299.72	 16469.73

GBP	 18565.57	 18758.36

HKD	 1954.46	 1974.17

JPY	 115.26	 116.43

SGD	 11387.26	 11505.97

USD	 15340.91	 15495.09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瓦
尔吉约（Perry Warjiyo）

万自立投资管理公司（PT Mandiri Manajemen Investasi）认为，印尼宏

观经济积极情况配合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商机和回报率上升，考

录到2022年一些发行人业绩的增长并未反映在其股价变动中（

或仍低估），股票指数、债券与信托资金，都仍有巨大增长机

会。Wakil Direktur 图为周四（16/3），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Tbk）董事副总经理Alexandra Askandar（左三）、万自立投资管理公

司总经理Aliyahdin Saugi（左二）与来自全球不同机构的一些演讲者

在雅加达举行的该研讨会间隙时交谈。（商报/Hermawan摄）

2023年市场前景研讨会

【本报讯】金融服务
管理局 (OJK) 表示，多
达 50% 的点对点金融
技术行业 (fintech P2P) 
借贷业者已经开始通过
获取利润来扭转业绩。

金融服务管理局其他
金融服务机构监管部负
责人Triyono 表示，P2P 
借贷金融科技行业开始
出现业绩改善。 

Tr iyono周五（17/3
）在巴厘岛努沙杜瓦希
尔顿巴厘岛度假村举行
的题为运用信用评分
促进中小微企业数字普
惠金融“的国际研讨会
结束后说： “总的来
说，我看到情况有所改
善，因为已经有超过 
50% 的参与者已经在

金融科技P2P借贷中获
利”。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公布的金融科技借贷
统计数据，2023年1月
金融科技借贷的净利达
504.8亿盾。这一情况
与去年同期情况不同，
观察到金融科技借贷仍
然损失161.4亿盾。

如果按月来看，截至
2022年12月，金融科技
借贷仍在损失 410.5 亿
盾。

他说：“我看到金融
科技P2P借贷是一个新趋
势，数字业务不仅仅是
筹款，不仅仅是内部加
强。 因此，他们的下一
个趋  势将更加稳固”。 

Triyono 表示，根据

第10/POJK.05/2022
号金融服务管理局条
例 (POJK) 或2022年
第 1 0号金融服务管理
局条例，关于基于信息
技术的联合资助服务
规定，P2P 借贷金融
科技行业的一些参与者
仍在竞相在2023年7月
4日完成最低25亿盾的
股权。

他说：“当然，有些
P2P借贷金融技术公司的
资本少于 25 亿盾。所
以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
如何增加资本上”。 

2022年7月4日颁布的
2022年第10号金融服务
管理局条例解释说，组
织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
拥有至少 125 亿盾的股

权。
股权的履行必须分阶

段进行，即至少 25 亿
盾，自本条例颁布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这意味
着金融科技 P2P 借贷运
营商必须在2023年7月4
日之前完成25亿盾的股
本。

此外，在2024 年第二
年实现75亿盾的股本，
并在第三年或准确地说
是2025年7月4日实现至
少 125 亿盾的股本。

此前，在 2022 年 
12 月的委员会月度会议 
(RDKB) 会议上，金融服
务管理局指出，多达 58 
家金融科技 P2P 借贷
提供商的最低股本仅为 
125 亿盾。（asp）

【本报讯】经济与金融发展
研究所（Indef）高级经济学家
Av i l i a n i称，在受到冠状病毒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
后，所有经济部门在2023年都
已出现增长，其中之一是旅游业
和食品和饮料行业。

Aviliani 周三（15/3）在雅加
达举行的印尼财富（Fortune）峰
会上说：“在大流行期间，旅游
业首先受到影响。 但现在旅游
区已经开始行动，并将支持其下
的 17 个经济部门”。

零售业也开始像大流行前一
样增长，这表明公共消费已恢复
到接近正常水平。

她说：“去年的采矿业业绩
相当高，因为大宗商品价格相当
高。有可能在第二季度或2023
年上半年末价格开始恢复正常，

希望这对我们有利，因为燃料价
格不会再次上涨”。

她表示，面对全球粮食危机的
威胁，我国还可以鼓励食品部门
的发展，以便出口到需要的国家。

据她说，在人们越来越关注
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变的支持下，
卫生部门在COVID-19大流行中
幸存下来后也将继续扩大。

只是预计房地产行业的复苏
将更加缓慢，这主要是由于20亿
盾以上的房地产销售仍在放缓。

她还预计，印尼 2023 年的
年增长率将在 4.8% 至 5.1% 
左右，低于 2022 年的 5.31%
，但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的全球经济2.9%。

她说：“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
很好。我们必须发展国内消费，
因为外部有冲击”。（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指出

金融科技P2P借贷利润50%
Indef经济学家Aviliani称

2023年经济各领域均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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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Waskita Beton 
Precast公司工程与开发总
监（Director of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班庞.德
威.威查延多（Bambang 
Dwi Wijayanto）称，新
合同将来自数项Waskita
集团工程（内部市场）或
者是国企工程，政府和私
企（外在市场）直至国家
首都（IKN）。

班庞声称，“Waskita 
Beton Precast公司定下
指标，2023年获得至3.8
兆盾的新合同或者是比
2022年业绩的2倍。”

Waskita Beton Precast
公司强调说，政府、国
企，以及国内和国外私
企 领 域 的 市 场 扩 展 策
略，将成为今年新合同

增长关键。
他补充说，截至2022

年 底 ， 根 据 W a s k i t a 
Beton Precast公司记载，
已获得1.53兆盾的新合
同，该新合同来自数项
工程，其中如总值为410
亿盾的直民丁宜（Tebing 
Tinggi）-Serbalawan高
速公路第4路段，总值为
1260亿盾的Kamal-Teluk 
Naga-Bala ra ja高速公路
工程，总值为390亿盾的
Cibi tung-Cil inc ing高速
公路第2路段和KAPB桩板
施工（Konstruksi Pile On 
Slab）等。

接下来，2023年的销
售指标为2.3兆盾或者是
比2022年的销售业绩增
长15%，该增长指标将

受到3项Waskita Beton 
Precast公司主要商务领域
的支撑，即预拌和预制
混凝土（beton pracetak, 
readymix）和建筑服务。

与此同时，从资本支
出方面，Waskita Beton 
Precast公司计划调拨800

亿盾资本支出，该资本
支出将聚焦于支持生产
活动，国家首都建设，
维修土地和设备。

以今年定下的指标和策
略，Waskita Beton Precast
公司定下2023年收入达到
2.3兆盾的指标。（sl）

WSBP定下指标

今年获3.8兆盾新合同
【本报讯】Waskita Beton Precast公司定

下2023年获得3.8兆盾新合同指标。

Waskita Beton Precast（WSBP）公司定下指标，2023年获得
3.8兆盾新合同。

MHI与Betadine在口腔健康日

举办口鼻喉健康教育讨论会

Mundipharma Healthcare Indonesia(MHI)公司在庆祝世界口腔健康日(World 
Oral Health Day/WOHD)，与Betadine举行健康讨论会，迎接斋戒
月推出#别停止做善事#活动。图为周四(16/3)，Mundipharma 
Healthcare Indonesia市场主管Anastasia Damayanti(中)、专家医生dr.Gia 
Pratama(左)，和Betadine Cold & Flu用户Zata Ligouw(右)，在雅加达
主持口鼻喉健康教育讨论会。(商报/Hermawan摄)

【本报讯】Hartadinata 
Abadi(HRTA)公司与Kundan 
Care Product Ltd(Kundan)
公司进行合作，向印度出
口黄金首饰。Kundan是印
度最大能源、黄金和白银
产品制造、冶炼和出口企
业。Kundan从印度政府荣获
四星出口商(Four Star Export 
House)奖项，对印度在国际
贸易成功已作出积极的贡
献。

该出口获得印尼国家银
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BNI)的支持，于2022年12月
27日，向Hartadinata Abadi
公司提供银团融资，而成
为委托统筹行与账簿管理
人(Mandated Lead Arranger 
& Bookrunner/MLAB)。

Hartadinata Abadi公司
总经理Sandra Sunanto说
明，银团贷款对Hartadinata 
Abadi公司在提高企业形象
中，成为重要的里程碑业
绩，目前成功获得信任，
成为国际标准黄金首饰的
出口商之一。

以 这 个 战 略 性 的 业
绩，Hartadinata Abadi公
司加强作为我国中游产业
(mids t r e am)和下游产业
(downstream)最具综合性的

黄金首饰和金块公司。
“Hartadinata Abadi公

司准备在我国成功实施下
游化计划，尤其在黄金产
业，成为我国政府的伙
伴。”

她说，下游化成为黄金
产品能产生更高的附加值
的关键，将对支持我国外
汇提供积极的贡献。

黄金首饰和金条出口
已成为目前我国非油气出
口商品的支持者。她相信
Hartadinata Abadi公司能在
我国黄金产业积极贡献，
并成为国家的骄傲。

她对出口活动能在2023
年提高Hartadinata Abadi公
司的业务增长表乐观。预
计Hartadinata Abadi公司将
获得每月400公斤至500公
斤的额外销售，自2023年3
月起，向Kundan公司出口含
金量91.6%的黄金首饰出
口。

黄金首饰出口交易的商
业总额估计对Hartadinata 
Abadi公司贡献每月2500万
美元至3100万美元。截至
2023年3月中，Hartadinata 
Abadi公司已记录黄金首饰
出口销售总额达1900万美
元。(lcm)

HRTA与Kundan合作

首次向印度出口黄金首饰

【本报讯】临近斋戒月和开斋
节，一些进口货已抵达我国。

中央统计局(BPS)记录，有一些
与斋戒月和开斋节契机相关的产品
已进口，尤其是消费品。

中央统计局生产统计部副经理M. 
Habibullah称，“有椰枣、活动物和
小麦。”

他补充说，所指的活动物是牛，

据他说，平常在斋戒月和开斋节契
机成为消费品。

虽然有与斋戒月和开斋节有关的
消费品进口的迹象，但2023年2月
消费品总额比上个月下降。

2023年2月，消费品总额13.6亿
美元或环比下降14.54%。但是，与
2022年2月比较，消费品进口量增
长13.42%。(lcm)

临近斋戒月和开斋节 进口椰枣及活牛已抵达我国

图为临近斋戒月食品与饮料产品需求
提高，如椰枣。

【本报讯】肥料生产
企业，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SAMF）公司，在
2023年肥料产品需求提高
中，设法加强业务。

日 前 ， S a r a s w 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经理
部定下指标，今年销售增
长20%，事实上，该公司
还未公布2022年的财务报
告，根据此前所报导，预测
2022年，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销售额达到2.88
兆盾。

截 至 2 0 2 2 年 第 3 季
度，Saraswanti Anugerah 
M a km u r公司销售额同比
剧升96%成为2.45兆盾，
净利同比也飙升131.47%
成为2 2 0 5亿盾。作为氮

【本报讯】瓶装饮用
水（A M D K ）生产企业
Sariguna Primatirta（CLEO）
公司乐观表示，临近斋戒
月（Ramadan）和开斋节
（Lebaran）期间，瓶装饮用
水销售将良好增长。

日前，Sariguna Primatirta
公司副总经理梅丽莎.巴特
莉西亚（Melisa Patricia）解
释说，斋戒月契机有潜力
提高民众活动，主要是社
会活动限制（PPKM）被取
消，也推动民众在室外的
活动提高，以及提高国内
市场的瓶装饮用水消费量。

可惜的是，S a r i g u n a 
Primatirta公司还没公布今
年斋戒月的销售增长指
标。“Sariguna Primatirta公

司认为斋戒月期间的瓶装
饮用水销售潜力能比常日
达到更高的良好增长。”

梅丽莎声称，Sariguna 
Primatirta公司已计划，将
自今年初增加瓶装饮用
水的生产量，供斋戒月契
机的需求。她声明，每
年，Sariguna Primatirta公司
积极发展营销网和兴建新
工厂，俾能供应所有的饮
用水需求和减少运输费。

更进一步，她声称，自
今年初，Sariguna Primatirta
公司已计划将增建工厂增
加生产量，目前，该公司
在万鸦佬（Manado）和楠
榜（Lampung）的新工厂正
在兴建阶段。

为 支 持 该 工 作 计

划，Sariguna Primatirta公司
已准备调拨3000亿盾资本
支出（capex），该资本支
出大部分将供作兴建新工
厂和发展营销网，除此之
外，也供购买新机器用途。

她 阐 明 ， S a r i g u n a 
Primatirta公司将持续设法提
高在全国各城市的储备量，
为此，该公司将持续在全国
各区兴建新工厂和发展营销
网，俾能供应全国民众需
求。该事宜也包括通过传统
商店和零售店（warung）销
售Sariguna Primatirta公司生
产的产品，俾能达致所有
的民众。“今年，Sariguna 
Primatirta公司定下指标，销
售能比2022年的销售业绩增
长30%。”（sl）

PT Autopedia Sukses Lestari Tbk (ASLC)子公司的二手车经销
商Caroline通过在丹格朗市Gading Serpong开设二手车经销商服
务，扩大其网络，至今，Caroline 已拥有 23 家分销店。临
近今年斋戒月和开斋节, Caroline对二手车市场将有所增长
表乐观,将成为民众购买二手车的适当契机。图为起左至右 
周五(17/3)监事Erida，ASLC首席财务官Deborah Sugiarto, ASLC
首席执行官Jany Candra,与ASSA首席执行官Prodjo Sunardjanto在
丹格朗市Gading Serpong主持Caroline Serpong 二手车陈列室开
幕式后合影。(商报/Max Manuhutu摄)

SAMF有信心 今年销量提高

CLEO乐观表示 斋戒月瓶装饮用水销售良好增长

Caption：Sariguna Primatirta（CLEO）
公司瓶装饮用水工厂。

【本报讯】In d o n e s i a 
Popular Mandiri(IPM)和
First Indonesia Magazine
于2023年3月16日在日惹

The Alana酒店举办2023年
印尼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
(Indonesia CSR Excellence 
Award/ICEA)。

2023年ICEA奖，在面
对2023年经济衰退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支持经
济增长发展中的弹性战略
(CSR Programs to Support 
Resilience Strategies 
i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2023 Recession 
I ssue)为主体，分为两项
类别，个人获胜者和企业
获胜者。

为 企 业 获 胜
者，Modernland Realty公
司荣获五星企业社会责任
奖项，分为卓越的绿色和
环境管理，最佳企业社会
责任全球项目，综合和有
远见的企业社会责任。为
个人获胜者，Modernland 

R e a l t y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Dharma Mitra荣获CSR计划
最佳领导者。

Modernland Realty公
司副总经理Dharma Mitra
称，该公司实行社会和环
境责任(TJSL)计划总是参
考适用的法规和政策。

“Modernland Realty公
司承诺实行TJSL计划，成
为在增长可持续发展中的
实际形式，不仅聚焦于经
济利益，也满足环境和社
会责任相合。”

“为确保TJS L计划在
该公司所有范围内的实行
能很好地管理和实行，为
此，Modernland Realty公司
已建立人力资源部在实施
TJSL承诺和主动。” (lcm)

Modernland Realty荣获2023年印尼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

图为Modernland Realty公司副总经理Dharma Mitra(右)荣获2023
年ICEA奖项。(商报/Muhammad Maan摄)

磷钾复合肥料（ N P K ）
生产企业，S a r a s w 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始
终设法向客户们提供最好
的服务，为能保持良好业
绩，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总是符合客户
的作物和土壤供应肥料。

日前，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总裁雅赫亚.陶
菲克（Yahya Taufik）补充
说，“我们肯定提供的肥料
剂量正确和准时。”

他补充说，20 2 3年的
肥料业前景相当明朗，他
深信，对各种肥料产品的
需求显著增长，不论是
来自旧客户或者是新客
户，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所有的肥料销
售是为供应工业需求，该
公司仍将聚焦于国内肥料
销售，因市场潜力仍非常
大，主要是棕榈工业领域。

另一方面，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仍对

自去年已开始发生的全球
肥料原料价格起伏持续潜
力提高警惕，尤其是在俄
罗斯-乌克兰战争发生之
后。“肥料的原料价格仍
能起伏，因我们无可避免
该状况。”

不管怎样，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仍继续
2023年的业务扩展步骤，该
公司仍聚焦于提高肥料生产
量，从此前年产60万吨成为
年产70万吨。（sl）

Caroline在Serpong开设二手车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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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森豪威尔的警告
过去62年之后，美国的
军费预算再次突破历史纪
录。日前，美国总统拜登
公布的2024年国防预算
案创下8420亿美元的历
史新高，这也是自去年之
后第二次突破8000亿美
元大关。长期以来，美国
的军费开支不仅稳居全球
榜首，而且超过其后9个
国家的总和。在当前美国
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政府债务危机再次拉响警
报、经济衰退风险与日俱
增的背景下，军费开支却
节节攀升，其背后的原因
自然离不开军工复合体的
强大影响力。

据称艾森豪威尔的最
初提法是“军工-国会复
合体”，以强调国会在推
动军火工业迅速膨胀过程
中的关键作用。所谓“军
工复合体”，其实就是指
美国政界、军队与军火商
三者为追求过度的军事开
支而形成的庞大利益集
团。自二战结束以来，军
工复合体通过影响选举、
向政客输送利益、操纵舆
论等手段，日益扩张为美
国政治经济体制内难以祛
除的“恶性肿瘤”。它在
左右美国政府内政外交政
策的同时，不断给美国人
民和世界各国带来战争灾
难，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祸

乱之源。
美国军火商每年花费

大量政治献金来影响国会
选举和立法。据美国“公
开的秘密”网站披露，在
2003年至2022年间，美
国军工企业的游说费用高
达25.3亿美元。另据布朗
大学于2021年发布的“战
争成本”研究报告显示，
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以来，美国军费支出累计
超过14万亿美元，其中，
超过三分之一落入美国军
工企业的囊中。

除政治献金之外，政
商“旋转门”也是军火商

与政客进行钱权交易的“
隐秘的角落”。美国军火
商乐于雇佣政界和军界的
前任官员，以利用其人脉
关系影响政府决策。2022
年，美国政府监督项目
组织（POGO）组织编纂
的“旋转门”数据库显
示，在2019年至2021年
间，通过“旋转门”进入
军工企业的美军退役将军
高达242人。另外，美国
问责办公室发现，在2022
年全年，美国军工企业共
雇佣了820名注册说客游
说国会，其中71.6%是前
联邦政府官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
尔布雷斯在其著作《新工
业国家》中指出，“军工
集团不仅决定着武器的开
发和研制，还决定着武器
的采购和部署，也就是说
决定着谁是美国的敌人”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
支，被军工复合体绑架
的美国需要在世界上不断
制造冲突、制造敌人。从
朝鲜战争、美苏冷战、越
南战争到海湾战争莫不如
此。如今在美国的怂恿与
挑唆下，乌克兰危机的战
火已经延烧了一年有余，
且没有停战的迹象。根据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字，
自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
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
供了价值298亿美元的军
援。由于欧洲国家向乌克
兰捐赠了大量武器装备，
为了补充德国、波兰、英
国等欧洲国家的库存，美
国军工企业又斩获了217
亿美元的海外订单。可
见，美国的军火商早已成
为这场危机的最大赢家。

制 造 冲 突 、 延 续 冲
突，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
不可言说的“秘密”。在
拜登公布的2024年新国

防预算案中，既包括向乌
克兰提供的60亿美元援助
计划，还包括向国防部“
太平洋威慑计划”提供的
91亿美元资金支持。“太
平洋威慑计划”旨在强化
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
响力，以加大对中国的围
堵力度。在结束了20年
的“反恐战争”之后，美
国军工复合体急需制造新
的敌人。因此美国以中国
为假想敌，在亚太大肆宣
扬“中国威胁论”。“大
国地缘政治竞争论”已经
俨然取代了“恐怖主义威
胁论”，成为美国维持和
增加庞大军事开支的新借
口。

据不完全统计，自二
战结束到2001年，在世界
上153个地区发生的248
次武装冲突中，美国发动
了其中的201起。毫不夸
张地说，美国军工复合体
是一头“烹煮”战争的怪
兽，需要用战乱地区人民
的鲜血来喂食。而被这头
怪兽绑架的美国政治，也
愈益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
威胁。

（作者系中国网评论
员。来源：中国网）

被军工复合体绑架的美国政治是世界祸乱之源 文/乐水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告别演讲中说：“由军事机构和军火工

业组成的庞大联合体的影响无处不在，并

已经渗透进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的议

会、每一个联邦政府的办公室……我们

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 omp l e x）有意或无意获得的不当影响

力。”自此，“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开

始进入公众视野，而美国的军政界与军火

商之间的隐秘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

刚公布的经济数据表
明，随着新冠疫情迅速进
入尾声，1~2月我国经济
明显复苏。

在供给端，工业和服
务业生产双双反弹，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2.4%，比2022年12月
反弹1.1个百分点；服务
业生产指数更上升5.5%
，比2022年12月大幅反弹
6.3个百分点。鉴于服务
业受新冠疫情打击最大，
服务业较快复苏已在预期
之内，但服务业生产指数
反弹6.3个百分点至5.5%
仍然超出预期。

在需求端，作为三驾
马车的代表性指标，1~2
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货物
出口总额分别增长3.5%
、5.5%和0.9%，比2022
年12月高5.3、0.4和0.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
资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相
对较小，去年仍保持了一
个可观的增长速度，今年
1~2月进一步加速，令人
安心。社会零售商品总额
3.5%的增速仍明显低于
疫情前，但5.3个百分点
的反弹应属强劲，说明商
品性消费复苏形势良好；
服务性消费形势从服务业
生产指数的反弹力度来看
应该更好。由于全球经济
和贸易下行，出口增速延
续了去年11和1 2月的弱

势，但仍然保持为正，好
于先前市场预期的大幅下
滑。

明显复苏归因于我国
新冠疫情较预期更早地进
入了尾声。我国于去年12
初基本放开了新冠疫情防
控措施。放开后的一段
时间，新冠感染人数急剧
上升，但感染高峰很快地
到来又很快地过去了。城
市感染高峰于1月上旬就
已度过，之后的春节返乡
也未在农村造成大规模感
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全国发热门诊诊疗
人数和在院阳性重症患者
人数分别于12月下旬和今
年1月上旬达到高峰，然
后持续并快速下降，至1
月下旬已回落至疫情防控
放开前的超低水平。这意
味着我国新冠疫情在1月
下旬已经进入了尾声，比
先前市场广泛预测的3月
收尾大幅提前了1个月以
上。

于是，经济增长的技术
性反弹，即从低谷随着造
成低谷的关键因素消除而
产生的反弹出现。从市面
情况看，除了大多数人还
戴口罩外，交通管制和社
交限制措施基本去除，已
经重现人流涌动和商业繁
荣，经济数据从而出现了
上述复苏。

鉴于疫情1月下旬进入
尾声，整个1月疫情的影

响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所以1~2月数据的反弹主
要归功于2月，2月经济的
复苏力度要比1~2月数据
显示的强劲得多。

虽然没有月度G D P统
计，上述1~2月供需两端
的数据应该对应3%以上
的GDP增速。进入3月后各
方面形势继续改善，可以
预期3月经济数据的反弹
将更加强劲。因而预计一
季度GDP增速在3.5%左
右，比先前预期的高0.5
个百分点。

进入二季度后，新冠疫
情可以说已经结束，经济
的大势将是从疫情中持续
复苏。复苏的力度，除了
前述技术性反弹的强度之
外，还取决于政策支持的
力度和外围环境的演变。

刚结束的两会将20 2 3
年GDP增长目标定在5%左
右，位于市场估计值的下
方，偏于谨慎。从政府控
制地方与市场冲动和留有
余地的角度，是可以理解
的，但这并未改变政府今
年稳增长的决心。相信政
府实际争取的目标是5%
以上。两会通过的政府工
作报告进一步强调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当前阶段
的稳是相对于下行压力而
往上的稳）；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以消费复苏为优
先，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
会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
政策精准有力等，都表明
了这一点。尤其是将财政
赤字占GDP比重从2.8%
提高至3.0%，给出财政
政策进一步积极的信号，
同时，鉴于市场研究表明
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在2以
上，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
0.7~1.3和发展中国家的
平均值0.5，将实际拉动
GDP增速0.4个百分点以
上。

至于外围环境，去年
底市场对今年全球经济前
景非常悲观，认为衰退难
免。但近几个月来随着美
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和我
国经济迅速地走出疫情的
阴影，市场预测已经有所
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1月的世界经济
展望更新中已将2023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测从2.7%
上调为2.9%。虽然最近
的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
又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增加
了新的不确定性，但从
目前来看还不至于引发美
国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
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将有
限，其导致美联储减慢加
息步伐还可能有利于经
济复苏。所以今年全球经
济增长速度应该在3%左
右。同时可以合理地预
期，以名义值计算的全球
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高于
以实际值计算的全球经济

的增长速度，而鉴于中国
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尽
管美国打压和部分企业从
我国外迁，我国出口的增
长速度不会低于全球贸易
的增长速度。因而相信今
年我国出口增速虽比去年
的10.5%显著减慢，但将
保持在正值区间，为3%
以上。

基于以上分析，20 2 3
年我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强
劲复苏是大概率事件。至
于复苏又多么强劲，笔
者仍然认为，今年我国
5.0%左右的GDP增长目
标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实际增长速度将在5.5%
以上，5.5%~7.5%之间
的任何数字都有可能。
应该争取达到7.0%，因
为这将使得2022和2023
两年的年均增速达到当前
阶段潜在经济增速区间
5.0%~6.0%的下限，从
而实现所谓的报复性复

苏，即不仅恢复潜在增速
水平而且将2022年的增长
损失补救回来。从2021年
我国GDP增速在2020年下
滑至2.3%后大幅反弹到
8.1%来看，这并不是不
可能的。

从三驾马车来看，去
年经济增长最大拖累的消
费将是最大的复苏动力。
预计社会零售总额将增
长9.0%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6.0%以上；货
物出口增长3%以上。至
于季度态势，由于去年基
数不同，预计1、2、3和
4季度GDP分别增长3.0%
、8.5%、5.5%和6.5%
以上。

（廖群系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
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
心首席专家，徐天启系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来源：第
一财经）

1~2月经济数据简评：疫情进入尾声，经济明显复苏 文/廖群  徐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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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道 称 ， “ 火 星
炮-17”型洲际弹道导弹
当天在平壤国际机场发
射，上升高度为6045公
里，飞行距离达1000.2公
里，飞行时间为4151秒，
最后准确落入朝鲜东部公
海目标水域。

报道指出，此次发射
训练旨在向“继续加大不
负责任而冒险的军事威胁
力度，故意激化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
强力的警告。

据 报 道 ， 金 正 恩 表

示，此次训练再次证实
朝鲜核战略武装力量运
行系统的可靠性。他重
申朝方“以核制核，以正
面对抗回答正面对抗”的
立场，并强调保持战略武
装力量的迅速应对能力，
以遏制任何武装冲突和战
争。

据悉，韩美两国军队
于本月13日至23日进行“
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旨
在“检查联合防卫态势”
，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应
对能力。

朝鲜进行“火星炮-17”型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训练
【中新社】平壤消息：据朝中社17日报道，为回应美韩对朝进行“挑衅、侵略

性质浓重的大规模战争演习”，朝鲜16日进行“火星炮-17”型洲际弹道导弹发

射训练，以展示本国战略部队“超强力反制态势”。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

指导发射训练。

朝鲜16日进行“火星炮-17”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训练。

【中新社】据美国媒体
报道，当地时间15日至16
日，美国博灵顿北方和圣
菲铁路公司连续发生两起
火车脱轨事故，其中一起
事故造成近19000升柴油
泄漏。

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博
灵顿北方和圣菲铁路公司
一列火车16日在华盛顿州
帕迪拉湾沿岸的护堤上脱
轨。事故造成近19000升
柴油泄漏，其中大部分流
到了护堤的陆地一侧。当
地生态部门表示，事发地

附近水体环境和野生动物
没有受到影响，相关部门
正在进行事故处置工作。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博灵顿北方和
圣菲铁路公司另外一列火
车1 5日在亚利桑那州莫
哈维县脱轨。公司发言人
莱娜·肯特称，涉事列车
载有玉米糖浆，共有8节
车厢脱轨。亚利桑那州莫
哈维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
人安妮塔·莫滕森说，暂
时没有关于物质泄漏的报
告。

美国一铁路公司连发两起火车脱轨  

近19000升柴油泄漏

美国博灵顿北方和圣菲铁路公司连续发生两起火车脱轨事
故，其中一起事故造成近19000升柴油泄漏。

【中新社】加拿大政府
16日宣布，自17日起取消

针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
和澳门的航空入境旅客进

【 新 华 社 】 阿 根 廷
中央银行16日宣布，将
基准利率由75%上调至
78%。这是阿根廷央行
今年首次加息。

阿根廷央行当天发表
公告说，将继续监测物
价水平、外汇市场和货
币总量变化，以对利率
政策做出调整。

阿 根 廷 国 家 统 计 与
人口普查研究所14日发
布报告说，阿根廷2月

通胀率为6.6%，过去
1 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
102.5%，为1991年以
来最高。

面对复杂通胀形势，
阿根廷央行2022年多次
加息，将基准利率从年
初的38%上调至75%。
今年2月，阿根廷央行
表示将新发行面额2000
比索（1美元约合203比
索）的纸币，以应对通
胀高企。

阿根廷央行上调基准利率 

将基准利率由75%上调至78%

阿根廷中央银行。

加拿大取消对来自

中国航空旅客的新冠病毒检测要求

自17日起取消针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空入境
旅客进行登机前新冠病毒检测的要求。

行登机前新冠病毒检测的
要求。

加政府称，自今年1月
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
澳门的航空旅客实施“临
时入境措施”以来，来自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数据以
及在加拿大采集的废水样
本均未检测到任何令人担
忧的病毒新变种，且中国
和加拿大的疫情都已有所
改善，加拿大的医疗系统
也保持了稳定。

加政府表示，取消上述

入境检测要求意味着现已
无任何联邦层面的新冠病
毒边境防疫措施。但加拿
大公共卫生署仍继续建议
旅客在搭乘飞机、身处机
场或其他拥挤的室内场合
时佩戴口罩，避免在出现
新冠感染症状时旅行。

加方自今年1月5日起要
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
澳门的2岁以上航空入境
旅客在登机前必须提交起
飞前2天内新冠病毒检测
阴性证明。

【界面新闻】3月17日
消息，波音和空中客车正
加大在印度寻找高技能、
低成本工程师的力度，旨
在满足对飞机的繁荣需
求，并扩大其在印生产规
模。

空客计划今年在印度雇
用1000名员工，在全球范
围招聘1.3万人。波音印
度公司总裁萨利尔·古普
特（Salil Gupte）称，波
音及其供应商已在印度有
1.8万员工，每年增加约
1500人。

报道指出，印度每年有
大约150万名工程专业学

生毕业，对于面临航空公
司创纪录订单的飞机制造
商来说，印度是一个丰富

的人才库。此外根据薪资
数据汇编机构Glassdoor的
数据，波音在印度南部技

术中心班加罗尔雇佣一名
工程师的费用是西雅图类
似职位的7%。

波音上周同印度GM R 
Aero Technic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在印度海得拉巴
建立客机改装为货机的生
产线。波音已在当地设有
一座制造垂直翼的工厂，
雇佣900多名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

印度航空上月宣布与
空客和波音签署470架飞
机创纪录大单，其中空客
250架、波音220架。此
外印度航空还有购买另外
370架飞机的选择权。

波音和空客加紧

在印度招聘高技能、低成本的工程师

印度航空上月宣布与空客和波音签署470架飞机创纪录大
单，其中空客250架、波音220架。

【环球市场播报】新加
坡2月份非石油类出口连
续第5个月下滑，其十大
市场中半数以上的电子产
品和非电子产品出口均出
现下滑。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周五
表示，这个东南亚贸易中
心2月份的非石油出口较上
年同期下降15.6%，降幅
较1月份的25%有所放缓。

经季调后的环比降幅

为8%，而1月份为增长
0.9%。

新加坡2月电子产品出口
同比下降了26.5%，非电
子产品出口下降12.1%。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称，

导致2月份非电子产品出
口收缩的主要因素是船
舶和船只结构，跌幅为
1 0 0 %，石化产品下跌
24 . 4%，制药产品下跌
21.5%。

【越通社】3月16日，
越南报告股份公司与越南
网报联合在河内举行2023
年越南增长最快企业500
强榜单(FAS T 5 0 0 )发布
会。今年是该榜单发布的
第13年，榜单排名主要根
据复合增长率指标对企业
排名。其他指标还有企业
总资产、股权、税前利润
和声誉等方面的因素。

越南增长最快企业500强
榜单前十名有：信越股份
公司(Shin-Etsu Chemical 
Co., Ltd.)、海豚海运空运
服务股份公司、VPS证券股
份公司、Vantage物流股份
公司、蜂运输交收股份公
司、分正货物服务有限公
司、大山路交通基础设施
股份公司、MB Ageas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善富士股

份公司、越南Mirae Asset
证券有限公司。

根据越南报告股份公司
的数据，FAST500企业的
复合收入增长率与2017-
2020 年期间相比有着显
著的改善。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私营部门在复合
年增长率方面处于领先的
地位，与2017-2020阶段
相比增长2.3%。

2022年订单数量增加的
企业比例仅为69.6%，低
于2021年同期的82.1%。
虽然订单数量有所减少，
但2021-2022年裁员率低
于2020-2021年。

对 于 2 0 2 3 年 的 计
划，62.5%的企业表示将
扩大业务规模，37.5%的
企业希望保持目前的业务
规模。

【中时新闻网】美国硅
谷银行和Signature Bank都因
倒闭被美国监管机构接管
后，外界担忧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恐成
为下一个倒下的区域银行。
管该行宣布已获得700亿美
元援助，但仍引发挤兑风
波，市场高度恐慌。在拜登
政府推动下，包括花旗、摩
根大通等11家华尔街大行周
四宣布，向第一共和银行注

资300亿美元银弹。
第一共和银行未投保

存款占存款总额比达68%
，财务和体质相对脆弱，
近来陆续有客户提出数十
亿存款。为遏制此一趋
势，继行方日前宣布，美
联储和摩根大通等为该行
提供总计700亿美元的可
用流动性后，今天最新的
发展是，1 1家美国大型
银行向第一共和银行注资

300亿美元。其中，美国
银行、花旗、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各自向第一共
和银行注资50亿美元无担
保存款；高盛与摩根士丹
利各自注资25亿美元；另
外，纽约梅隆银行、PNC
集团、道富及合眾国银
行、Truist Financial Corp
各自注资10亿美元。

第一共和银行周四股价
一度暴跌 36%，跌破每股

20美元，盘中多次熔断跌
停，受大型银行注资消息
激励后，股价应声翻红，
收眾全部失地，收盘价
34.27美元，飙涨9.98%。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对多家大型银行伸
出援手表示欢迎；联准会官
员表示，此行动「展现出银
行体系的弹性」。美国财政
部长叶伦表示，美国银行业
体系依旧健全。

华尔街11大咖银出手相救！注资第一共和银行300亿美元

新加坡2月非石油出口下降15.6%连续五个月下滑

2023年越南增长最快企业500强榜单出炉：

信越股份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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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裔总会与我国投资部长巴赫利尔举办

题为“2024 年大选后在印尼投资的便利和群岛首都法律确定性”
【本报讯】3月16日，

印尼华裔总会（INTI）特
邀请了我国投资部长兼投
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巴赫利
尔（Bahlil Lahadalia），
在雅加达香格里拉大酒店
举办一场题为“2024 年
大选后在印尼投资的便
利和群岛首都法律确定
性。”

INTI总主席黄德新在致
辞中称，印尼华裔总会
作为一个民族性社团始终
与佐科威总统一道，助
力疫后重振国民经济复
苏。INTI同时全力支持群

岛新首都的建设过程和搬
迁计划。

黄德新表示，INTI愿成
为我国投资部的合作伙
伴，引进各国投资者，以
鼓励实现 2023 年达到 
1400 万亿印尼盾的投资
实现目标。其中一项活动
即将于今年 5 月 24 日
至 26 日，在雅加达香格
里拉大酒店举办印尼-中
国智慧城市博览会活动，
届时将有来自中国的各种
投资者和科技巨头公司参
加。

巴赫利尔部长称，从

2015至2023是不确定的
一年。许多因素影响并肯
定会在世界上发生经济衰
退。在美国3 家银行倒
闭，英国正在经历一场危
机。

“如果稍早的提问，
政府对投资的保障是什
么。过去办证难，我保
证办证容易。许可证很简
单，负责 IUP、Amdal，
产业位置许可证都将根据
《创造就业法》进行整
合，”他解释道。

巴赫利尔部长强调，
无 论 是 谁 当 选 2 0 2 4 年

的总统，群岛国家首都
（IKN）必须继续存在，
因为已经有法律和政府法
规对其进行监管。他说，
目前新首都的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非常快。 欢迎大
家投资兴建大楼因为当地

土地还是便宜。HGL以上
HGU证书，使用年限100
年以上。无论下一任总统
由谁来接任，IKN 都受到
法律的约束，必须得到实
施。

该活动最后举行了今

年5 月 24 日至 26 日，
将由INTI与印尼工商会中
国委员会（ KIKT）和 中
国东盟信息港（CAIH）
合作举办的印尼-中国智
慧城市博览会启动仪式。

（INTI供稿/图）

黄德新致辞。 巴赫利尔部长致辞。 Chandra Jap主持节目。

我国投资部长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巴赫利尔在INTI黄德新总主席，副总主席黄财利、贝锦兴等理事陪同下为今年5 月 24 日至 26 日，将举办的印尼-中国智慧城市博览
会主持启动仪式。

赠送纪念品。 齐唱国歌。

【本报讯】为庆祝斋月 
1444 H，雅加达 Hermitage 
Tribute Portfolio 酒店与
印度尼西亚著名歌手、词
曲作者、演员和生活方式
影响者 Andien Aisyah 合
作，为酒店客人和 Andien 
粉丝打造个性化的斋月优
惠，从礼篮、开斋饭、斋
月蛋糕和 Andien 特别装
饰的房间，伴随着 Nga-
buburit 活动。

今年，斋月从 3月 22 日
开始，一直持续到 2023 年 
4 月 21 日，随后是穆斯林
日历上最大的节日开斋节。 
一个有趣的开斋庆祝活动，
包括回家或回乡、分享食物
以及与家人和密友共度美好
时光。 因为 Andien 在雅加
达冬宫总是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所以他邀请客人分享同
样的感受并一起庆祝时刻。 

设计：斋月设计
受流行宝石颜色的启

发，Andien 选择绿松石作
为幸运与和平的象征，并结
合“Batik Kawung”图案作
为背景，这意味着完美和纯
洁，以迎接神圣的斋月。 
由于土生华人的风格渗透到

酒店的每个部分，我将设
计与我最喜欢的紫红色相结
合，并用点缀的花朵来装饰
图案。 这种独特的土生华
人斋月主题色彩组合专为您
设计，”Andien 说。

开斋晚餐
1928 Restaurant 将呈

献各式各样的土生华人开
斋菜肴。 我们的行政总厨 
Ferdian Tobing 和 Andien 
分享最受欢迎的土生华人
菜单，非常适合开斋。客
人可以享用诱人的菜单，
包括takjil、各种沙爹、虾
叻沙、蟹肉丸、咖喱三文
鱼头、各种土生华人冰淇
淋等等。包括不限量的冰
茶、咖啡和水。

为了满足更大的开斋需
求，The Hermitage Jakarta 
的顶层现在提供菜单，包括 
Al Jazeerah 餐厅的中东美食
或 Pagi Sore 的印尼巴东特
色菜。

 

开斋节礼篮
用 精 美 的 土 生 华 人

礼篮分享斋月的祝福，
共有三种选择：An d i e n 
Hamper、Aisyah Hamper 和 

Dates Hamper。

安第恩礼篮
这些优质篮子的灵感来

自清真寺圆顶的形状，非
常适合消费，也是收藏家
的节日展示品。包括：Gold 
Nastar、Kaasstengels、芝士
西米、巧克力蛋糕、覆盆子
果酱、菠萝酱、Lapis Le-
git，以及两个特别合作款，
雅加达冬宫围巾和 Andien 
Aisyah。

艾莎礼篮 
用您在斋月时刻总能

吃到的各种最受欢迎  的蛋
糕来庆祝这个吉祥的斋
月。常规礼篮将是在节日
期间让您面带微笑的完美
方式。包括：金菠萝纳斯
塔、Kaasstengels、奶酪西米
和巧克力蛋糕。

椰枣礼篮
这个神圣月份开斋节的

完美随身礼盒。二十片优质
椰枣，一半浸在白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中。

斋月蛋糕
我们都喜欢那些能让

我们想起童年回忆的食
谱。 我们的行政糕点总
厨 Rikky Yohansen 主厨
为您烘焙传统枣糕，供您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这
款蛋糕将是 suhoor 或 
iftar 的完美开胃菜，配
以一杯热茶。 

安定的房间
作为房子的一部分，房

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ndien 通过协作设计准
备了一间经过个性化装饰
的房间。 土生华人斋月设
计装饰了床、床单、椅垫
上的蜡染，以及装饰房间
的几张 Andien 和他的家
人的照片。 最特别的是，
安迪恩的首张专辑可以在
房间里播放。 这个房间可
供客人在斋月期间参观和
住宿。 入住期间，客人可
以在 Menteng 周边参加活
动，因为 Andien 喜欢在
开斋前锻炼身体。

斋月和黎巴嫩优惠
在斋月和开斋节假期期

间，雅加达冬宫酒店为我们
尊贵的客人特别设计了客房
套餐。 2023 年 3 月 22 日

The Hermitage Jakarta和Andien Aisyah
展示斋月合作：回到Andien家

“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上午，华侨大学工
学院5G联合创新实验室
里茶香四溢，格外热闹，
一场“推介农产，助农兴
村”的5G直播在这里火
热进行。华侨大学工学院
乡村振兴实践服务团负责
人——物联网工程专业
2022级本科生邹秋华和同
学们一起，将瓷都德化福
贵窑的“围炉”与德化戴
云山上的“中草药”带进

直播间，上演云端版“围
炉煮茶”，与福建省工艺
美术大师郑丽庸、德化县
中草药专家徐文峰、德化
县乡村振兴研究院联络部
主任郑文凡一起共话乡村
振兴。

直播间里，福建省工
艺美术大师郑丽庸介绍了
德化瓷都的悠久历史，讲
述了制陶传统技艺，德化
中草药专家徐文峰讲述了
传统中医的博大精深与魅

力。这场由“炉与药的完
美融合，土与火的艺术对
话”带来的围炉振兴盛宴
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与
评论。

直播持续1个多小时，
获得了50000多人次的浏览
量，近20000的点赞量。德
化县乡村振兴研究院联络部
主任郑文凡感动地说，“乡
村振兴很需要像你们这样的
科技与人才，感谢贵校的
直播间，把我们德化的好

货带‘活’了，更带‘火’
了！”

乡村振兴不仅要把青
年人带向乡村，还要让乡
村走出来，双向奔赴才
会更好助农兴村。华侨大
学工学院乡村振兴实践
服务团现已走进闽清、德
化等地，这次就是实践团
让乡村“走出来”的一
次尝试。实践团负责人邹
秋华说：“能够把自己
的专业应用于乡村振兴，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感到很幸福，我还
会持续带队下乡、扎根乡
村。”5G实验室负责人
陈凯鎔同学也表示，“做
了很多场直播，但今天这
场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意义最大、最特别的一
次！”

华侨大学工学院乡村
振兴实践服务团将依托福
建移动华侨大学5G联合
创新实验室平台，运用

5G+AICDE边缘云技术，
助力乡村振兴事业“上
云”“用数”“赋智”，
持续加强与各地乡村振兴
研究院、工作站的交流合
作，打造“乡村振兴直播
间”，推动把科技带向乡
村，数字赋能振兴，提
升乡村影响力、宣传度，
探索出一种“5G+乡村振
兴”的新模式、新路径、
新方案。

（华侨大学供稿）

工学院学子围炉煮茶“推介农产，助农兴村”

Andien Aisyah（左）和Harry Suryadharma（右）在展示斋月的
精美食品时一同合影。

至 4 月 30 日与亲人在雅加
达的最佳住宿，享受斋月套
餐，包括 Sahoor 或早餐、
开斋晚餐和特别礼篮。

如需更多信息和预订，
请致电021 3192 6999 或
通过 WhatsApp 拨打 0812 
9991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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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3月17日，
杭州市临安区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徐刚率团拜访了印
尼中华总商会，并受到副
总主席陈新、江淼成等理
事的欢迎。

陈新表示，  2022  年
印中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
到了1490.9  亿美元，同
比增长19.8%，创下历
史新高。中国已经连续十
年，稳居印尼第一大国际
贸易合作伙伴的位置，在
过去的两三年，全球经济
受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影
响的大环境下，印尼的经
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
后，快速反弹。

据统计局公布数据显
示，2022  年印尼吸引外
资直接投资总计456 亿美
元，较2021  年增长了超
过44%。这其中，中国内
地以82亿美元的投资总
额，成为印尼第二大外资
投资来源国，同比增长了
156%。

希望未来两国的双边
合作可以更多、更广。诚
挚欢迎杭州的企业家朋友
们，多来印尼走走看看，
投资兴业印尼中华总商会
将非常乐意为大家来印尼
考察、落户，提供必要的
法律、法规咨询服务。为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

来，贡献力量。
徐刚致辞介绍了临安

区概况。他说，临安区总
面积3126.8平方公里千
米，截至2020年11月1日
零时，临安区常住人口为
634555人。

临安区是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第二批试点地区之一  ，
有“中国天然氧吧”创建
地区称号，是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中国综合实
力百强区、中国绿色发展
百强区、中国农村创新创
业典型县。此外临安区在
在电缆、科技等优势工业
产业以及人文领域也非常

丰富，并欢迎印尼中华总
商会企业家们抽空到临安

区走走看看、考察投资。
双方代表在亲切友好

气氛中进行交流，并  互
赠纪念品后圆满结束。

3月16日上午，以“有
作为、有进步、有快乐”
为主题的我校老年大学
2022年教学成果展演在椿
萱楼多功能厅举行。

本次教学成果汇报展
演精彩纷呈、主题鲜明，
有声动悠扬的独唱、大合
唱、器乐演奏，也有优雅
曼妙的现场才艺展示、柔
力球表演、形体走秀、排
舞等。我校近百名老年大
学学员依次登台，他们之
中既有九十二岁高龄的鲐
背老人，也有刚退休加入
老年大学的新学员。

一曲美妙的《又见江
南雨》形体舞蹈拉开了序
幕，柔力球班选送的《撸
起袖子加油干》《画你》
，排舞班选送的《灯火里

的中国》《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器乐班选
送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歌唱祖国》，合唱班
选送的《梨花颂》《我爱
你，中华》《前门情思·
大碗茶》《你笑起来真好
看》《不忘初心》等节目
一次次将演出气氛推向了
高潮。在灿烂的灯光与
热烈的掌声中，退休教师
们唱出了新时代的幸福生
活，舞出了美丽的夕阳
红。

现场才艺展示环节，85
岁高龄的陈建华老师吹奏
了多首老歌，还分享了电
吹管的演奏技巧；陈一平
老师制作了中式插花《康
宁》，黄锦辉、魏金福挥
毫泼墨，展示了中国文化

之美；国画班、摄影班学
员的优秀作品则通过视频
一一展示……持续100分
钟的展演，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视觉的盛宴。

老年大学校长朱琦环
表示：“教学成果展演
是老年大学阶段性教学
成果的展示，多方位展示
了华大老年大学学员‘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的银龄风采。本次
展演虽受疫情影响从去年
年底推迟至今，但全体学
员精心排练，展演非常成
功，展现了离退休教职工
健康饱满的生活热情和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表达
了大家爱国爱校爱生活的
情怀。”

（华侨大学供稿）

杭州市临安区代表团一行拜访印尼中华总商会

陈新（前左五）在双方代表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徐刚。

华侨大学举办老年大学教学成果展演

现场才艺展示

【中国侨网17日讯】 
据《欧洲时报》微信公众
号“向东向西”报道，欧
洲华人律师协会于3月9日
至11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
了协会年度会员大会，以
及主题为  “在新纪元下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法律挑
战”的主题研讨会，以庆
祝欧洲华人律师协会正式

成立十周年。
欧洲华人律师协会作

为促进在欧洲执业的华人
律师的交流、信息共享和
合作的非盈利公益机构以
及为来欧洲投资的中国企
业提供优秀的华人律师对
接的平台组织，在近年吸
引越来越多的遍布欧洲各
国的华裔或华籍的执业

律师，法学学者或法务工
作者注册成为协会会员，
截至20 2 2年底，在册会
员已近百人。本次年度大
会获得众多会员的积极相
应，共有36名会员聚会苏
黎世，也有不少会员通过
委托其他会员参议或者通
过线上参加的方式参与大
会。大会听取了上届协会

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并选
举组建大会的新一任理事
会，此后新理事会也一致
推选顾群继任协会会长。

在“在新纪元下中国
企业在欧洲的法律挑战”
主题研讨会上，发言嘉宾
就中欧投资和商业活动中
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广泛讨
论。其中，涉及到中国企

业在中欧的并购实务和监
管、企业并购的投后整
合、投资退出安排、企业
在欧洲的法律合规实务、
纠纷解决，企业家个人资
产管理和筹划等各方面主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会
专家也根据各自的工作经
验和体会，提出了不少富
有启发、切实可行的建议

和观点。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

办，为在欧执业和工作的
协会会员的专业提升、视
野拓展提供了助力，并为
进一步加强律师与企业的
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和启示，促进了中欧
律师界和商界的业务交流
与合作。

欧洲华人律师协会2023年度年会暨协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苏黎世举行

【中国侨网17日讯】
据中国驻喀山总领馆微
信公众号消息，3月1 5
日，俄罗斯鞑靼斯坦共
和国华人协会举行成立
仪式。中国驻喀山总领
事向波出席成立仪式。
鞑靼斯坦共和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第一副部长
瓦里乌洛夫、鞑靼斯坦
人民会议执委会主席雅
科夫列夫、华人协会会
长钟祥龙，中资企业、
留学生及喀山市高校和
媒 体 代 表 等 7 0 余 人 参
加。

向波表示，鞑靼斯坦
共和国华人协会是中国
驻喀山总领馆领区内建
立的首个华人协会，具
有重要示范作用。希望
协会秉持为华侨华人服
务、推动中俄友好交流
的宗旨，不断加强内部

建设，积极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为中国公民
多办事、办实事、办好
事，向俄罗斯朋友讲好
中国故事，为促进两国
民间友谊贡献力量。

会长钟祥龙感谢总领
馆和当地相关部门为协

会成立提供的支持，表
示鞑靼斯坦共和国华人
协会将积极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形成合力，
全心全意为当地华侨华
商、中资企业、留学生
服务，努力维护同胞合
法权益。

鞑靼斯坦共和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人民会议
等机构代表祝贺华人协会
成立，表示愿继续为协会
开展工作提供协助。

鞑靼斯坦通讯社等媒
体对华人协会成立仪式
进行了报道。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华人协会举行成立仪式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第10版中国新闻/财经 CHINA NEWS/ FINANCE 

简讯

简讯美元：15,383.00   欧元：16,347.00   新加坡币：11,430.00   人民币：2,241.03香港恒生：19.518.59 上海综合：3.250.55 道琼工业：32.246.55 印尼综合：6.678.24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宣

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22日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中新社）

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
3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秦刚表
示，建交31年来，中乌关系保持发展势
头。乌方表示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同中方建立真诚的关系，中方予以赞
赏，愿同乌方一道，着眼长远，共同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乌务
实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将为中乌互利合作提
供更广阔机遇。库列巴表示，中国不
仅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更是国
际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大国。祝贺
中国近期成功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
解。乌方从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将
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领土
完整，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深化各领
域合作。（中新社）

日首相访印将公开新计划以对冲中国影响？
汪文斌：亚太地区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针对有报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
在访问印度期间演讲公开新的行动计
划，或以此对冲中国影响，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应询时表示，亚太地区不是地缘博弈
的竞技场，中方对此类行动计划不感
兴趣。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外
务省发言人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
于19日赴印度访问，拟就“自由开
放的印太”发表政策演讲，并公开
新的行动计划。报道称日方或将进
一步推动面向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
基建合作和经济支援，以此对冲中
国影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
斌表示，亚太地区不是地缘博弈的
竞技场。（中新社）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区
在深圳南山开园

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简称“深职
院”）和香港职业训练局（简称“职
训局”）合作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
色职业教育园区17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开
园，首批100名师生已正式入驻。开园
仪式上，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吴
艳玲称，希望深圳能积极探索园区建
设，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丰富产学研
合作内容，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也期望香港能发挥职业教育
优势，将更多好的资源、好的经验，
好的做法引入园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粤港职
业专才教育合作是支持大湾区高质量
发展，促进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
重要动能。（中新社）

中建新型建造循环经济产业园
在广州开工

中建新型建造循环经济产业园17日
在广州开工。该产业园是中国建筑集
团打造的中国首个“产业互联网+低碳
化设计+大数据运维+数字化园区”四
位一体的建筑循环经济标杆园区。据
悉，中建新型建造循环经济产业园占
地95.2亩，总投资5.3亿元人民币。该
产业园从整体设计、设备选用、标准
化管理等各个方面，全面贯彻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将打造成为产业一体化
协同发展产业园、行业首家低碳化运
营产业园、行业数字化最高水平产业
园、广东省砼材行业首家省级技术研
发中心。据该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张大
海介绍，园区通过引入分布式光伏、
新能源物流等，建设集成环境保护系
统，借助绿电采购等方式，每年将减
少约1.4万吨碳排放；通过建筑固废资
源化再利用，每年将消纳约100万吨建
筑固体废弃物。（中新社）

西部陆海新通道赋能 
重庆将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招商

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17日对外
透露，重庆招商团即将南赴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瞄准跨国公司、头
部企业、产业链关键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开展为期8天的招商引资活
动。据了解，新加坡、马来西亚是重
庆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在机电、
电子、物流、大数据智能化、大健康
生物医药、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产
业领域与重庆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
合。此次重庆招商团出访新加坡、马
来西亚，旨在依托中国（重庆）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平台，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新加坡、马来西
亚外资项目落户重庆。（中新社）

有记者提问，中方
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的消息，能否具体
介绍一下此访有关安
排？中方希望通过此
访实现什么目的？

汪 文 斌 说 ， 近 年
来，习近平主席同普
京 总 统 保 持 密 切 往
来，擘画引领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成功走出了一

条大国战略互信、邻
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
道，树立了国际关系
的新范式。习近平主
席此次对俄罗斯进行
国事访问，将同普京
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
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促进两国战略
协作与务实合作，为
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当前，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作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和重要大国，
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
响 远 远 超 出 双 边 范
畴。”汪文斌说。

他 指 出 ， 习 近 平
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
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
次友谊之旅，进一步
加深中俄两国的相互
信任、相互理解，夯
实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
础。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俄
将是一次合作之旅，
推进双边各领域互利
合作，深化“一带一

路”建设与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合作，助力

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
兴目标。

中方：习近平访俄将是一次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中新社1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央行17日发布消息
称，为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打好宏观政策组
合拳，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水平，保持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其决
定于2023年3月27日降
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0.25个百分点（不含
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
率的金融机构）。

据 悉 ， 本 次 下 调
后，金融机构加权平
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
7.6%。

中国央行表示，其
将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
货币政策，更好发挥货
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
构双重功能，保持货币
信贷总量适度、节奏平
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
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更好地支持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不搞大水漫
灌，兼顾内外平衡，着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温彬称，降准对
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
本更为有效。近几个月

来，MLF（中期借贷便
利）虽延续加量投放，但
价格偏高，不利于降低融
资成本。在当前银行业负
债成本承压、净息差持续
收窄至历史低位的情况
下，央行适时降准有助于
更好激发实体融资需求，
稳经济、降成本，并有
效缓解银行负债和经营
压力，增强经营稳定性
和抗风险能力。

【中新社17日讯】
北京时间3月17日16时
3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高分十三号02星。

高分十三号02星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五院抓总研制，
是一颗高轨光学遥感
卫星，主要用于应急减
灾、国土普查、海洋观
测、环境治理、气象观
测等领域，可为国民经
济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该星也是中国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
专项高轨道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技术卫星的后续
星。

执行本次任务的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一院抓总研制，属
于“金牌火箭”长三甲
系列，采用了长三甲系
列火箭统一构型设计思
路。本周，一院抓总研
制的长征二号丙、长征
十一号、长征三号乙三
型火箭接力发射，三次
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三号02星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高分十三号02星。

中国央行降准0.25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

【中新社17日讯】
在连续两次调价“搁
浅”之后，中国成品油
价迎年内第二次下跌。

国家发改委17日消
息称，根据近期国际市
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2023年3月17日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
格每吨分别降低100元（
人民币，下同）和95元。

折合升价，全国平
均来看，92号汽油、95
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
均下调0.08元。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
析师郑明亚指出，此次

成品油零售价格下调政
策落实后，居民消费用
油成本将下降。以油箱
容量在50升的家用轿车
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
油将较之前少花4元。

油耗方面，以月跑
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
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
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
启（2023年3月31日24
时）之前的时间内，消
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6
元左右。

物流行业，以月跑
10000公里，百公里油
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
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
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
本将减少142元左右。

中国成品油价迎年内第二次下跌

中国成品油价迎年内第二次下跌。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杨兆华17日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披
露，2022年中国对东盟
出口纺织品服装超过了
580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东盟首次成为
中国纺织行业第一大出
口市场。

2023年广西·东盟
国际纺织服装产业博览
会当天在南宁开幕。杨
兆华在会上介绍，面对
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疫情
的反复冲击，2022年中
国纺织行业承压运行，
全行业3.6万户规模以
上企业实现主营收入
5.2万亿元人民币，纺
织服装出口额达到3409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
高，展现了强大的发展
韧性。

毗 邻 粤 港 澳 大 湾
区、与东盟陆海相连的
广西，近年来借助独特
区位优势，聚力打造轻
工纺织产业集群辐射东
盟。

据官方介绍，广西蚕
茧、蚕丝产量分别占全
国总量的50%和30%以
上，生丝出口量占全国
50%，已经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重要的桑蚕茧、
桑蚕丝生产基地。广西
还拥有5个国家级纺织
服装产业基地，近300
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生
产企业和7000多家贸易
企业在广西落户发展。

东盟首次成为

中国纺织行业第一大出口市场

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纺织行业第一大出口市场。

【中新社17日讯】重
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双
堡特大桥17日完成主拱
合龙。据中交第二公路
工程局有限公司介绍，
该桥为世界在建跨径最

大的双跨连续拱桥。
双堡特大桥位于重

庆市武隆区境内，是重
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关
键性控制工程之一。该
桥主桥为2×40 5米双

跨连续上承式钢管混凝
土拱桥。大桥施工面
临“W峡谷”地形、岩
溶地质、繁琐工序、超
高精度、复杂组织体系
等困难，建设难度大。

为确保大桥建设顺利
进行，项目在国内首次
全面应用三维激光扫描
数字预拼装技术，该技术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组
拼好的拱肋节段进行点
云数据采集，采用智能
处理算法，快速建立三
维可视化模型，能有效节
约拱肋拼装时间。

【 中 新 社 1 7 日
讯 】 中 国 商 务 部 1 7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3年1-2月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1%；按美
元计，达39 7 . 1亿美
元，同比增长1%。

分析人士认为，在
去年同期同比增速高
达37.9%的基础上，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实
际使用外资额再获增
长，表明中国对外资
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分 行 业 看 ， 外 资
正竞相流入高技术产

业。据官方数据，前
两个月中国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同
比 增 长 3 2 % ， 其 中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长
68.9%，高技术服务
业增长23.3%。

分来源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

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
增长11%和11.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束珏婷表示，今后
将持续推进放宽外资市
场准入，稳步扩大制度
型开放，努力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依托各类

开放平台，实现更高水
平投资自由化和便利
化，为外资项目落地提
供更好的发展载体；充
分发挥好重点外资项目
工作专班作用，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助
力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
场。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 双堡特大桥主拱合龙

重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双堡特大桥17日完成主拱合龙。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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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至第二轮，国羽遭
遇好几场内战。最终，男
单李诗沣2比0战胜赵俊
鹏，女单王祉怡与何冰娇
分别战胜韩悦与张艺曼，
男双刘雨辰/欧烜屹淘
汰谭强/任翔宇。除了内
战，国羽在昨天的外战中
表现亮眼，大获全胜。

男单方面，石宇奇以
21比12、21比13力克泰
国的昆拉武特，翁泓阳继
首轮淘汰2号种子乔纳坦

后，昨天以2比1又战胜另
一名印尼男单瓦多约，首
次参加全英便跻身八强。
陈雨菲在国羽女单唯一的
外战中守住阵地，以21
比18、24比22再次战胜
泰国的李美妙。值得一提
的是，本次女单前8号种
子有7位都晋级八强，唯
一“掉队”的是拉差诺，
从她这个区晋级八强的是
印尼的玛丽斯卡。

在 双 打 外 战 中 ， 男

双，梁伟铿/王昶上演逆
转好戏，以10比21、21
比17、21比19险胜印度
的兰基雷迪/谢提，何济
霆/周昊东以21比15、21
比10淘汰丹麦的阿斯特鲁
普/拉斯姆森；三对女双
陈清晨/贾一凡、郑雨/
张殊贤、李汶妹/刘玄炫
均以2比0赢球，携手晋级

八强；混双独苗郑思维/
黄雅琼经历困难，打满三
局才以20比22、21比14
、21比18击败中国香港的
李晋熙/吴芷柔。

昨天爆出的最大冷门
是男单头号种子安赛龙被
表现神勇的马来西亚新秀
黄志勇淘汰出局。此战，
安赛龙状态不佳，首局即

以10比21失利。尽管进入
第二局后安赛龙找回一些
比赛感觉，以21比9大比
分扳回，并在决胜局的前
半段保持领先，但在最后
时刻，他却突然掉线，连
续出现失误，在19比15领
先后连丢5分，以21比23
落败，无缘卫冕。

此外，日本队在昨天
双打方面遭遇重创。前第
一女双福岛由纪/广田彩
花0比2不敌印度的乔利/
戈比昌德；目前的日本第
一女双松山奈未/志田千
阳1比2被韩国的白荷娜/
李绍希淘汰；混双渡边勇
大/东野有纱则在对阵韩
国的金元昊/郑娜恩时中
途弃权。

全英赛1/ 4决赛将于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点展

开，除了石宇奇与翁泓阳
的男单内战，国羽其他选
手都将迎来外战。其中，
李诗沣将对阵昨天淘汰了
安赛龙的黄志勇；陈雨菲
对阵玛丽斯卡，王祉怡再
遇山口茜，何冰娇对战戴
资颖；刘雨辰/欧烜屹和
梁伟铿/王昶都将迎来与
印尼男双的较量，前者
的对手是阿山/亨德拉，
后者的对手是卡尔南多/
马丁，何济霆/周昊东则
对阵日本的小林优吾/保
木卓朗；陈清晨/贾一凡
将对阵金昭映/孔熙容，
郑雨/张殊贤对阵松本麻
佑/永原和可那，李汶
妹/刘玄炫对阵乔利/戈
比昌德；郑思维/黄雅琼
对阵日本的金子祐树/松
友美佐纪。

全英公开赛次轮国羽外战全胜，八强中占得十三席
【网易体育讯】今天凌晨，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结束1/8决赛争夺，中国队战绩飘

红，外战全胜，共在各单项八强中占据十

三个席位。其中，男单和女单均有三人、

男双和女双均有三对组合晋级八强，“雅

思”组合独闯混双八强。

【新浪体育讯】生于
1927年，3月6日刚刚度过
96岁生日的世界最年长现
役棋手杉内寿子八段，3
月16日在日本第49届烜圣
战预选赛中执黑4目半大
胜年轻她四十五岁的男棋
手宫崎龙太郎七段。经过
2020、2021整整两年没有
赢下一盘棋的疫情时代，
杉内寿子依然坚守棋道精
神，拼搏之志不改，2022
年击败菊地正敏二段（
男，1991年生）、甲田明
子四段（女，1976年生）
，2023年仅三个半月又取
得两盘胜利（上一局为对
手涩泽真知子二段1月感
染新冠肺炎弃权）。

宫崎龙太郎生于19 7 2
年，其姐宫崎志摩子是日
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驰
名一时的女将（已引退）
，但在杉内寿子面前都是
晚辈的晚辈。年过五十在
日本棋界仍是壮年，宫崎
龙太郎曾任NHK电视台围
棋节目讲师、东京棋士会
副会长，现任日本棋院常
务理事。

此局经猜先由杉内寿
子执黑先行，年近百龄的
杉内起手对角布局，满载
战意。右上黑3 1主动挑
起激战，割下白三子筑成
厚势，右侧黑53又是凌空
一夹，招法蓬勃如青春年
少。宫崎强行逃出三颗残
子，胜率逐渐走低，黑69
中腹点方又是堂堂正正，
让万千爱好者见识到九旬

老人的围棋魅力。
战斗绵延至左下，杉

内寿子黑87紧紧逼住，又
是极富魄力的一手。对此
宫崎龙太郎白88跳方露出
破绽，黑89、9 1靠后托
释放组合拳，一举获取大
利，“绝艺”给出的胜率
高至90%。杀得兴起，杉
内在下方继续扳断白棋过
分，宫崎也非易与之辈，
立即分隔开上方黑龙与左
边的联络。因黑寸土不
让，一时之间大龙竟濒临
绝境。

关键的胜负处，宫崎龙
太郎白124冲严重失误，
少掉一个交换，黑棋顿现
生机。经过一番长考，杉
内寿子下出了与“绝艺”
推荐一致的黑125团，计
算敏锐度并未因年龄的增
长而退却。由于担忧自身
生死，宫崎连连手软，黑
龙轻松活出后立即转为胜
势。官子战杉内寿子仍斗
志惊人，黑143主动碰入
白空收束，令人击节赞
叹。最后时刻宫崎右上顽

强造劫，杉内步步精准，
扛住对手的读秒冲击，从
容收完全部官子，以盘面
11目的大优胜出。

这盘棋从当地时间上
午10时开始比赛，每方3
小时没有午休，一直进行
到接近下午5时20分才终
局。7个多小时的端坐对
于9 6岁高龄者来说已是
人间奇迹，更何况这7个
多小时间还要进行职业水
准的高速脑力运转，满盘
厮杀、死活计算、目数判
断、打劫转换……将一生
奉献给围棋的杉内夫妇晚
年都展现出“围棋之神”
才能有的神迹。

世界围棋历史上，最
年长职业获胜纪录由杉内
寿子的丈夫杉内雅男九段
在2017年去世前创造，时
年97岁。而今同样永不言
退，奋战在职业赛场的杉
内寿子已无限追近这个纪
录。与此同时，由于杉内
雅男生前直播棋谱较少，
目前流传下来最后一张有
棋谱的胜局是2015年4月
23日击败林海峰，时年95
岁。杉内寿子今天已将丈
夫的伟大纪录更新，为这
个冰冷世界留下了人类以
血肉之躯挑战无限可能的
新标杆——最高龄职业棋
手是怎样在棋盘上一步步
行棋致胜，每一步饱蘸着
对生活怎样的昂扬热爱，
如何以接近百岁的高龄演
绎出不让少年的气魄和实
力。

【网易体育讯】北京时
间3月17日（周五）凌晨01
点45分，2022-23赛季欧
罗巴联赛进行了1/8决赛
次回合的一场比赛，曼联
做客西班牙洛佩拉球场对
阵皇家贝蒂斯。曼联1-0
取胜，拉什福德世界波建
功，两回合总比分曼联
5-1皇家贝蒂斯晋级8强。

本次淘汰赛是两队首次
在欧战相遇，首回合曼联
主场4-1大胜，因此本场
曼联防线上首发了马奎尔
和马拉西亚，而攻击线上
安东尼因病缺席小将佩里
斯特里顶替了他，其他位
置则都是主力。贝蒂斯本

场首发和首回合相比调整
了3人，门将席尔瓦、中
卫冈萨雷斯和右边锋鲁伊
巴尔获得首发。

皇家贝蒂斯（42 3 1）
：13-席尔瓦/23-萨巴
利、16-佩泽拉、3-冈萨
雷斯、20-阿布纳（26’ 
33-米兰达）/5-罗德里格
斯（66’ 18-瓜尔达多）
、14-卡瓦略/24-鲁伊
巴尔（59’ 9-伊格莱西
亚斯）、17-华金（59’ 
10-卡纳莱斯）、7-胡安
米/21-佩雷斯（59’ 12-
威廉-若泽）。

曼联（ 4 2 3 1 ）： 1 -
德 赫 亚 / 2 9 - 万 比 萨 卡

（75’ 20-达洛特）
、5-马奎尔、6-马丁内
斯（75’ 2-林德洛夫）
、12-马拉西亚/18-卡塞
米罗、17-弗雷德（60’ 
15-萨比策）/28-佩里斯
特里、8-B费（68’ 36-
埃兰加）、10-拉什福德
（60’ 25-桑乔）/27-韦
格霍斯特。

【网易体育讯】北京
时间3月17日4:00，欧联
杯1/8决赛次回合较量，
罗马客场挑战皇家社会。
上半场，皇家社会占尽优
势，但没能制造实质性威
胁，斯莫林进球被取消。
下半场，奥亚萨巴尔补射
击中横梁，替补登场的费
尔南德斯领到两张黄牌，
染红离场。最终，罗马
客场0-0战平皇家社会，
两回合总比分2-0淘汰对
手，穆里尼奥率队成功杀
进欧联杯八强。

罗马在历史上和皇家社
会只有一次交手记录，就
是两队一周前在罗马奥林

匹克球场的较量。当时，
沙拉维和库姆布拉各进一
球，罗马主场2-0完胜。
次回合较量，穆里尼奥采
用了35 1 1阵型，亚伯拉
罕和马蒂奇替补候命，维
纳尔杜姆和贝洛蒂获得首
发机会。主队皇家社会方
面，大卫烜席尔瓦领衔出
战，索尔洛特坐镇锋线。
出场名单：

皇家社会（433）：1-
雷米罗/15-里克、24-
诺尔曼德、5-苏贝尔蒂
亚、18-戈罗萨贝尔（第
71分钟，2-索拉）/8-梅
里诺、3-苏比门迪、23-
门德斯（第79分钟，11-

阿里肖）/21-大卫烜席尔
瓦、10-奥亚萨巴尔（第
71分钟，14-久保健英）
、19-索尔洛特（第61分
钟，9-费尔南德斯）。

罗 马 （ 3 5 2 ） ： 1 -
帕 特 里 西 奥 / 2 3 - 曼 奇
尼、6-斯莫林、3-伊巴
涅斯/2-卡斯多普（第42
分钟，59-扎莱夫斯基）
、7-佩莱格里尼（第87
分钟，52-博维）、4-克
里斯坦特、25-维纳尔杜
姆、37-斯皮纳佐拉/21-
迪巴拉（第75分钟，91-
沙拉维）、 1 1 -贝洛蒂
（第75分钟，9-亚伯拉
罕）。

96岁杉内寿子再胜男棋手 拼搏鏖战超7小时 欧联-曼联1-0总分5-1贝蒂斯进8强!

拉什福德世界波

曼联进欧联8强

欧联-被轰19脚!罗马0-0逼平皇社 总分2-0进8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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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点

医学前沿

快乐养老

日夜要人陪 经济负担重 护理不专业

失能老人家有三愁
受访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 杜 鹏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 康 琳

报记者 徐 盈

大声读出来，孩子更聪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1 9年底，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达2.54亿，
失能、半失能老人超4000
万。据北京大学一项人口
学研究，到2030年我国失
能老人规模将超7700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
多失能老人家庭面临护理
知识欠缺、经济负担大、
找不到专业护理机构和人
员等问题。

经济负担重。山东省滨
州市的刘女士今年59岁，
她的爱人郑先生因脑出血
而丧失了自理能力，12年
来全靠她一人照料。由于
郑先生身边离不开人，刘
女士无法出去工作补贴家
用，全部开销仅依靠每月
3500元的退休金。然而，
郑先生每月所需治疗和护
理费用就要1000多元，纸
尿裤、卫生纸等生活用品
还要300多元，导致家里
经济压力特别大，甚至连
孩子上大学的钱也只能依
靠助学贷款。

照护压力大。内蒙古68
岁的梁先生偏瘫后虽能自
主进食，但基本丧失了语
言表达能力，脾气也变得
暴躁，到了晚上总用拐杖
敲暖气管。梁先生儿子告
诉记者，自己常在半夜被
吵醒，却完全无法理解老
人的需求，反复几次后想
过置之不理，但声响会传

到邻居家，久而久之严重
影响邻里关系。家里人都
对老人束手无策，只能尽
量顺着他的心意，原本计
划好的康复训练也因老人
排斥而一拖再拖。

缺少专业支持。北京
王女士的老伴8 5岁，性
格温和，不爱说话，患上
老年痴呆后更安静。几个
月前，王女士不小心摔了
一跤，家里的保姆觉得要
照顾两位老人，马上提出
要走。经过协商，王女士
以每月增加300元（总共
7300元）的条件才把保姆
留下。讲到这里，她不禁
感叹，想找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心的保姆太难了，
中介也缺乏后续管理。她
曾想过把老伴送到养老
院，但听邻居说去那里一
个月就长了褥疮，马上打
消了念头。

“这3个家庭遇到的情
况非常普遍。”北京协和
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康
琳告诉《生命时报》记
者：“很多人还会到医院
寻求帮助，但到了失能阶
段，老人的病症已无法治
愈，他们更需要身边人的
照护。”然而，家人照护
之所以遇到诸多问题，一
方面是因为人们日常接触
到的科普知识多为普适化
建议，对解决老人个性化的
问题帮助有限；另一方面，

照护工作的实践性很强，
未经训练的人很难掌握要
领，但很多家庭很难找到
合适的护理人员或养老机
构。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我国对养老护理
员的需求超600万，但目前
从业人员仅有50多万。

为解决失能老人缺少专
业照护的问题，四川省计
划今年启动“健康敲门行
动”，为全省提出申请的
20万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
人，提供至少两次免费上
门健康服务。康琳认为，
这种形式非常值得推广。
很多家属无法准确描述老
人症状，护理员上门查看
不仅能免去老人奔波，还
能帮医生了解病情、做出
诊断。比如，一位老人出
院第二天血氧明显下降，
请护理员上门查看才发现
是吸氧管被压到了，如果
当时被送到医院，医生很
难推测出其原因。另外，
上门服务的方式还能安稳
家属情绪。康琳说：“长
期照护失能老人的家属很
容易焦虑，如果有人能听
他们倾诉，帮着一起想
办法，会让他们踏实很
多。”她曾给很多失能老
人家庭推荐上门服务，有
些家属非常受益，但对经
济条件稍差的家庭来说可
行性很低。因此，想从根
本上解决失能老人家庭面

临的问题，还需国家政策
的推动。

2016年，我国开始探索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长
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
群为保障对象，重点解决
重度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
料、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
的医疗护理等费用。截至
2021年8月，试点城市已
拓展到49个，参保人数达
1.34亿人，累计享受待遇
人数152万人。中国人民大

学副校长、中国老年学和
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杜鹏
分析，从缓解经济压力的
角度看，每月平均几百，
最多两三千的护理补贴，
可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但它是一个导向，随着制
度的建立，这种经济压力
会从个人逐渐转移到保险
体系上。而且，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工作可更精准地
反映人们的护理需求，让
政府了解到哪些服务最需

要保险的支持。此外，
它会促进社会组建更多稳
定、专业的护理团队。

除政策外，对失能老人
家庭的帮扶也离不开社会
的支持。康琳认为，给予
养老护理员足够的尊重，
让他们能获得职业认同感
以及职业前景非常重要。
当大批有爱心、有专业度
的人开始涌入这个行业，
或许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
解。▲

疾病谱和人群有所改变
职业病指劳动者在职业

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
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
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根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职业病可分为十大类132
种，包括尘肺病及其他呼
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
病、职业性眼病、职业耳
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
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
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
性肿瘤等。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透露，全国报告新
发职业病病例数从2012年
的27420例下降至2021年
15407例，降幅达43.8%
，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
上海市健康服务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鲍勇告诉《生
命时报》记者：“主要是
职业病诱因、影响人群等
方面有所改变。”

诱因的改变突出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粉尘等物
理因素导致的尘肺病等重
点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初
步遏制。过去我国职业病
以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
毒、职业性噪声聋、职业
性放射性疾病等为主。“
尤其尘肺病，是职业病
防治中的老大难。”鲍勇
说。而近10年来，全国新

发职业性尘肺病从2012年
的24206例降至2021年的
11809例，降幅达51.2%
。二是随着新工艺、新技
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接触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更加复
杂多样，职业暴露人群日
益扩大。

影响人群的改变主要
体现为白领患者增多。鲍
勇称：“目前，职业病患
者虽然仍以蓝领居多，但
白领一族出现了颈椎病、
鼠标手、过劳肥等问题，
或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精
神疾病，猝死情况也时有
发生。这些情况呈快速
增长趋势，不容忽视。”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职业
性不良工效学因素所致的
背痛，占背痛病例总数的
37%；职业压力导致的抑
郁症，占抑郁症病例总数
的8%。

多措并举防控职业病
鲍勇介绍：“过去，

职业病防治的困难主要有
五方面。”第一，职业病
相关法律不能适应当今
社会经济发展，患者的诊
断、劳动关系的确认、危
险因素与疾病因果关系的
判断等方面都缺乏支撑。
第二，职业病危害分布
广，接触人群多，但统计
困难，患者“底数”不清

晰。第三，提供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服务水平较低。第四，
企业职业病防治理念不
强，普遍经费投入不足。
第五，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较差，很多人不知如何维
权。

针对上述困难，国家
采取了很多措施。某国有
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刘先
生告诉记者：“国家近些
年对职业病防护保障力度
逐步加大、对企业的监管
力度持续强化。在个体防
护、检测、监测、职业卫
生体检，以及检出后的应
对措施、保障等方面做出
了严格规定。”

完 善 职 业 病 法 律 法
规。20 1 8年末，国家修
订了《防治法》，针对职
业病的“诊断”难题，明
确“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
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
之间必然联系的，应当诊
断为职业病”。20 2 1年
卫健委发布的《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则规
定，劳动者只须提供本人
掌握的职业病诊断资料，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材料主
要由用人单位提供。卫健
委还下发了《职业健康检
查办法》《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管理规定》等文件，
让职业病防治实现有法可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一
项新研究指出，每天给孩
子大声朗读一小时，可以
提高他们的语言和识字水
平。

实验在3 2所意大利小
学进行，共包括626名学
生。这些孩子每天大约有
6小时课程。干预组，老
师每天为学生大声朗读一
小时小说。对照组则继续
常规活动。在研究开始时

和4个月后，孩子们接受
了两项标准测试：韦克斯
勒儿童智力量表和认知评
估系统量表。

前者用于测试孩子们所
掌握的知识 ，比如词汇
量、理解力、信息和文字
推理，后者主要测试思维
能力，如注意力和处理能
力。

研究人员表示，与对照
组相比，孩子每天听老师

朗读一小时，在这两项测
试中都出现明显改善：智
力有明显增长，事物认知
和思考能力也有提高。

研究人员认为，解码文
字是需要脑力的，而给孩
子们朗读，他们会获益良
多，比如词汇量变大、更
熟悉书本、对周围的世界
有更广泛了解。同时，也
有利于孩子语言和逻辑能
力的发展。▲（耿一静）

职业病十年降了四成
尘肺中毒得到遏制 新型病种亟需重视

受访专家：上海市健康服务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鲍 勇

本报记者 牛雨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防治法》）颁布实施已有20周年，尤其

十八大以来，职业健康事业快速发展，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依。
重视统计和科研。2019

年，卫健委等1 0部门联
合启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
动，首次摸清了中国职
业性尘肺病患者底数为
88.8万例。鲍勇介绍：“
近些年国家开始重视职业
病科研工作，取得了很
多成果，有助未来防治工
作。”

培养基层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人员。 鲍勇称，近
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多
种方法提升基层职业卫生
技术水平。例如，广东省
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奖
惩措施为抓手，以市县监
督为主体，积极推动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升效
能、规范化管理、依法从
业。

推动企业担当责任。
《防治法》规定，用人单
位必须设置或指定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
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刘先
生介绍，随着国家对职业
病防治要求的深入，他们
单位严格按要求开展防治
工作，前后建立管理制度
2 2项，各级负责人、部
门、岗位责任制120项，
每年还会开展一次职业危
害因素检测，每三年开展
一次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对职业病防护设施配备及
职工防护用品佩戴情况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定期开
展职业卫生专项检查、强
化作业场所粉尘危害治
理。委托机构定期为职工
做岗前、在岗、离岗的职
业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
案……

加大职业病防治宣传。
我国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
周定为《防治法》宣传
周，至今已成功开展宣传
工作20年。《防治法》还
规定，工会应督促并协助
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卫生宣
传教育和培训，对用人单
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积极应对新的职业病
针对新物质、新材料、

新工艺、新业态带来的新
健康问题，鲍勇称，需从
四个方面积极应对。

首先，做好重点行业、
人群、病种的监测。“及
时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
题。”鲍勇说，社会劳动
随时都可能带来新的职
业健康问题。问题的发生

是即时的、随机的、未
知的，需要做好对重点行
业、人群、病种的监测，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尤
其是日益增长的办公室猝
死、工作压力大等问题。

其次，积极推动学术界
对新业态下职业病进行专
业的研究。职业病的认定
需要专业的评估和研究，
专业人士在发现职业病
问题后，应积极回应，主
动对相关职业危害因素进
行风险评估。类似职业紧
张、肌肉骨骼疾病等是否
归于职业病范畴，还是仅
仅属于职业性疾病，都需
要有专业的评估。

再次，职业病专家应积
极建言献策。有了研究成
果后，也需要积极发声，
通过媒体、智库等渠道建
言献策，让群众了解高
风险、高危害的职业危险
因素，推动相关职业病入
法。

最后，国家行政部门也
要加快建立健全法律保障
制度，做到紧跟时代，与
时俱进。▲



天临和她才相识
多久就说要与
她一生一世一双

人，各方面都太薄弱
了。
她真的很怕信了他，
付出感情之后又受到伤
害……
一时间思绪纷纷扰扰，
银衫整理好心情，她润
了润唇，正准备要开口
说些绝情断爱，此生不
碰感情云云，没料想
到楼天临却早她一步开
口。
「你什么都不要说，听
我说。」
楼天临的长指蓦然点住
了她的唇，这举动又令
她瞬间石化，那指尖传
来的温度令她心跳得好
快。
不管她怎么说服自己，
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没见到他时，她记挂着
他，见到他时，她会脸
红心跳，听到他可能有
危险，她便心中一紧，
坐立难安。
这种种出于本能的反

应，不就是喜欢上一个
人了吗？
他松了手，缓缓地道：
「衫儿，我病着那时，
你以口渡药，我已认定
你是我的妻子，我迟早
有一日会迎你过门，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照
我想的做，不会征求你
的同意，因为我觉得你
出于某个我不知道的理
由，你在逃避，即便问
了你，也不会听到你真
实的心意。」
银衫心里一震。
他的感觉倒是敏锐，她
心底的想法竟让他看出
来了……还有，他竟
然知道她口对口给他喂
药！
当时房里只有他们两
人，所以，他是清醒
的……想到自己为了让
汤药顺利让他吞下，
舌尖还在他口里搅了
搅……
天啊！如此大胆豪放的
作风，他会怎么想她？
确实，这样的亲密在这
朝代已算肌肤之亲了，

他是堂堂男儿，自然
会认了她是他必须负
责的对象。
银衫急切的说道：「
楼大哥！如果是为了
喂药那件事，你大可
不必说嫁娶之言，我
没关系，是我心甘情
愿要那么做的，跟你
没关系！」
楼天临双眸一瞪。「
难道你认为随便一个
女子对我那样喂药，
我都会起心思吗？」
银衫自知失言，见他气
恼，她有些手足无措。
「楼大哥……」
相识以来，他没这么疾
言厉色过……看来他真
的是动气了。
「不知道吗？是因为
你，我才起了娶妻的念
头！」他也不管周围还
有多少人在放水灯，有
多少人看着，猛然将她
拉到自己怀里，双臂紧
紧地搂着她，眼眸灼灼
地看着她。「衫儿！若
你说你不知道我对你有
意，我就太失败了！」
银衫脑子一片空白，她
动也不敢动，任由他固
执的圈着她。
好半晌，她才幽幽地
道：「楼大哥，实话
说，我知道你的心意，
但我不能对你保证什
么，我爹下落不明，我
有娘和弟弟妹妹要养
活，而且咱们的身分也
不相配，你不是京城来
的吗？总要回京城去，
到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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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是“探鹂得珠法”的工
具，他先从圆筒之中，抽出
细细的一根杆子来，约有一公

尺长，在杆子的一端，有一个爪状
物，他取过那合金，放在那“爪”

上，用手捏了一下，
令“爪”把它抓紧。
向着没有架子的那一面
灰白色的，有着长方形
框子的墙上射去，陈长
青忙把摄像管转过去，
对准了那幅墙，陡然之
间，我们三个人都呆住
了。
那三股光芒，一射到
了那灰白色的长方框子
上，就组成了一幅形
象，看来竟是一个人
像！
但是由于我陡然吃了一

惊，思绪不能那么集中，三股光芒
迅速暗下来，那个人像在一闪直间
已消失。
陈长青叫了起来：“天，快集中精
神，快集中精神，三个人，那上面

出现了一个人。
我一时之间，心慌意乱，精神更不
能集中，光芒也一直未曾再现。
陈长青道：“你，还是用上次的办
法好，让你事后看录影带。”
我忙道：“不，不，那样我更不能
集中精神了。”
我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可是
我却不由自主想到：竟然出现了一
个人！
我竭力克制自己，终于，渐渐地，
我心神定了下来，可以集中精神
了，呼吸也变得缓慢而细长，那三
个小平面上，又现出光芒，光芒
渐渐加强，再度射向那灰白色曲框
子。
刚才，由于陡然之间，看到了人
形，心中惊骇慌乱奠名，所以才一
下子不能全神贯注。
但这次，已有了准备，所以人形再

现，我仍然能控制着自己，使自己
精神集中。
那人形才一出现，十分淡而模糊，
齐 白 沉 声 道 ： “ 把 发 光 装 置 关
掉。”
陈长育答应着．，墓室中暗了下
来，三股光芒看起来更强烈，射向
墙上，那情形，恰好放映机放出光
核，射向银幕。
而在墙上，那人形也渐渐鲜明，而
且，现出了金光闪闪的色彩。
五分钟之后，人形渐晰可见，那是
一个看起来面目相当威严，穿着一
身奇异的金色服装的男人，全身自
头部以外，都被那种金色的衣服包
裹着，连双手也不例外。
那衣服看不出是什么质地，在衣服
上，看来有不少附件，但也说不上
是什么东西。

再迟钝也明白他的不悦，「出
卖色相」有这么难以忍受吗？
美好的事物人人都爱看，她这

是在夸他，他不高兴什么？
自认弄不懂他，也没打算弄懂，碰
了无数次软钉子的她，安安分分闭

上嘴。
她想，这辈子她大概
也不会有懂他的时候
了，反正他摆明了就
是不想和谁深交的态
度，还是认分继续当
他们有点熟又不会太
熟的邻居好了。

第二章
　　
凌晨三点钟。
婴儿啼哭声持续传入
耳中，关梓言翻了个
身，不断说服自己：

没他的事，他可以当作没听到的，
他一定可以……
这声音其实算不上吵，隔了几面墙
和距离，传到他这里来时，已经很
微弱了，让他不得安宁的，是胸腔
之内的那颗心。

稍早出门时，娃娃在哭，十点多回
来时，她又在哭，十二点入睡前再
哭一次，到现在凌晨三点钟，断断
续续又传来几次……
他照顾过小孩，但还没见过这么难
带的小孩，这样下去，她要怎么
睡？
她明天一早可还要上班。
翻来覆去，怎么也静不下心了，最
终还是向浮躁的心绪投降。他实在
放心不下那小小的身子、可怜兮兮
的哭声。
他起身下床，按了对面的门铃。
等了近三分钟，汪恬馨才匆忙前来
应门，蓬头垢面、神情疲倦而苍
白，狼狈挫败到一副想放声大哭的
模样，连平日从容优雅的笑容都挤
不出来了。
「你还好吧？我听到娃娃在哭。」
「抱歉，吵到你休息了吗？我、我
马上哄她睡。」

就怕你哄不动。
「我可以看看她吗？」
她垮着肩，泄气地侧身让他进屋。
走进睡房，便见小娃娃光着屁股在
床上哭得声嘶力竭，旁边有件用过
的婴儿尿布，床单上斑斑点点的黄
渍，真是……满地「黄金」，而小
娃娃还在踢蹬着腿增加灾情。
惨不忍睹。
他闭了下眼，连叹气都懒，直接挽
起袖子，捞起床上的小娃娃进浴
室，洗了个香喷喷的热水澡，擦干
身体，拍上痱子粉，包上纸尿布，
穿上衣服，动作一气呵成，看傻了
汪恬馨。
「奶粉在哪？」他问。
「厨、厨房。」
他点头，以眼神示意房内灾情。「
别发呆，快整理一下。」
「呃……噢。」她愣得忘了要道
谢。

(91)

男人累了，是因为后面没
有推助的女人。
女人累了，是因为前面没
有拉车的男人。
父母累了，是因为没有担
当孝顺的儿女。
孩子累了，是因为没有像
样的温暖家庭。

(84)

(09)

“前辈方才说有事要找晚辈，究竟
是什么样的事？”
蒙面怪客微微一顿之后道：“令
师‘血魔’确实是存在‘血池’之
中？”
陈霖不由心中一动，对方以前曾问
过自己同样的话，不知用意何在，
心中疑云顿起，诧然道：“前辈问
这干吗？”
“当然有道理！”
陈霖心里电似一转道：“我且承认
下来，看他说些什么？”随口答
道：“不错，家师一直存身在“血
池’之中，只偶尔外出！”
“如此，我告诉你一个对于令师切
身利害关系的消息！”
陈霖不由好奇之心大炽，道：“请
讲！”
“你曾毁了‘烈阳神火教’有这事
吧？”
 “不错，但该教教主却死于‘绛珠
仙子’的毒针之下！”
蒙面怪客身形微微一震，又道：“
问题就在这里，东海离心岛该教的
余孽，为谋报复，已悄悄地在‘血
池’四周埋了巨量的炸药，要彻底
摧毁‘血影门’！”
陈霖不由心中巨震，“血池”是本
门发祥之地，岂能任人摧毁，而
且“血池别府”之中还有师父和师
祖的法体……但他又奇怪何以蒙面
怪客会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而且
巴巴地寻来告诉自己，这其中不无
可疑之处，当下脱口道：“前辈何
由得知？”
“ 我 只 是 偶 然 发 现 ， 信 不 信 由
你！”
“他们真敢这样做？”
“烈阳神火教，是以玩火为其所
长，如果成为事实的话，包围‘血
池’的四峰被炸，足可把‘血池’
填平！”
“他们不计后果？”
“心存报复的一方，只求恨怨的发
泄，极少会考虑后果！”

陈霖愤然道：“我必
须去阻止这疯狂的行
为！”
蒙面怪客沉声道：“
你阻止不了！”
“我不相信我阻止不
了？”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烈阳神火教中人，
既 然 有 心 要 炸 毁 ‘
血池’，无疑的‘血
池’四周已预埋了强
烈的炸药，如果你贸

然出手阻止，四周同时发难，任你
功夫通天，也不能同时阻止四个方
向的炸药，充其量，你毁了一边，
另外的三边仍可足将‘血池’填
平！”
陈霖顿时哑口无言，对方分析的极
为合理，确实他阻止不了，不由咬
牙道：“如果他们真的敢这样做的
话，将遭到十倍的报复！”
“那是以后的事，目前他们远从东
南而来，势在必炸！”
“难道就听任他们去炸……”
“目前最要紧的是你立刻通知令
师，速离血池，贵门武功自成一
家，而且历史悠久，无疑的，必然
有许多重要的事物须携离‘血池’
，以免化成劫灰！”
陈霖暗自震惊，何以蒙面怪客处处
为自己作想，几乎每一件重大事
故，总有他参与其中，他究竟是
谁？为什么要如此神秘，他再次下
决心要揭开对方的真面目，心念动
处，声音沉凝十分的道：“后辈有
一不情之请？”
“什么事？你说，孩子！”
“请前辈一现庐山真面！”
蒙面怪客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
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晚辈渴欲一睹前辈芝
颜！”
“我曾说过到了时候，你自然会知
道！”
“晚辈想立刻知道！”
“不行！”
“后辈心意已决？”
蒙面怪客不由厉声道：“娃儿，难
道你想对我用强？”
陈霖在这一喝之下退缩了，蒙面怪
客对他有过数次援手之德，而且似
乎事事都在关心着自己，对方也曾
对“桐柏派”伸过援手，说什么他
也不能用强迫手段揭穿对方的真面
目，也许对方真的有难言之隐？他
踌躇了！ (204)

楼

这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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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云大师

成功之前

人在一生当中都在追求一个

圆满。圆满的人生，要有许多方

面的「成功」才能完成。例如，

在情感婚姻路上，祈求「百年好

合」；在经济事业上，企图「飞

黄腾达」；在待人处事上，想要

「广结善缘」。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要先把人做好

了，才能再谈到其他方面的成

功。做人怎么样才能成功呢？提

供四点意见：

第一、诚信守分、待人尊

重：我们和人相处来往，最要紧

的就是「诚恳」与「信诺」。宁

可自己吃亏上当，都不可去伤害

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守分」。

与我所交往的人，都要真心平等

的尊敬、尊重。所谓「敬人者，

人恒敬之」，你尊重别人，别人

自然就会尊重你。对人讲诚信、

谨守住本身的立场，又能尊重于

对方，无论是在感情上或是工作

上，都比较容易成功。

第二、忠心负责、处事认

真：夜阑人静时，是否曾自问：

对于工作，是否肯负责？待人

处事，是否做到真心？人与人之

间，也要「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更何况是本身所担负的工

作？世间上不论做人做事，但求

「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

所以你要成功的话，如果能确实

做到忠心、负责、认真，必定所

求如愿。

第三、学养专精、求知不

息：「知见」就是整个生命的主

体。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你必须

具有高明的学术知识，深厚独到

的涵养工夫，所拥有的技术也都

很专业。这样学有专攻、知识健

全，还要保有一颗持续求上进的

心，不断的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求知求识的心不打烊，再加上

工作很认真。既有这些优越的条

件，当然就让人容易获致成功。

第四、慈悲平和、服务大众：

一个人想要成功，你必定要施给

人无限的慈悲，广大的爱心，热

心与有品质的服务，如此方能获

得别人的认同，走向成功的道

路。我们常说：「慈悲无障碍，

施比受有福」，正是透过这样善

意真诚的布施，「果报还自受」

，最终真正的受益者就是自己。

因此我们了解真正的成功，

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由充实

自己而显发于外，没有所谓的捷

径。但是只要努力，人人机会均

等。四种条件就是：

第一、诚信守分、待人尊重；　

　第二、忠心负责、处事认真；

第三、学养专精、求知不息；　

　第四、慈悲平和、服务大众。

如能视人如己，则国与国之间，种
族与种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
自然不会有所冲突；能在异中求
同，彼此互相尊重包容，即是拥有
同体与共生的美德。

星云大师荼毘圆满 示现舍利子

文／杨子

年少时光

走路回家
玩 起 「 玛 莉 欧 兄 弟 」 或 「 三 国 志 」 ，
有 时 玩 到 忘 记 时 间 ， 双 亲 还 会 在 门 口
等。

某次，有位女同学约我一起走回家，
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我们走了很久，
很 久 ， 久 到 我 忘 了 身 体 的 疲 累 ， 走 到
忘 了 时 间 的 流 逝 。 一 路 上 ， 我 们 谈 天
说地，什么都聊，彼时还不懂什么是爱
情 ， 只 是 觉 得 跟 这 个 女 生 在 一 起 很 自
在，可以开开心心的说话。

现在长大了，走过的景色已经改变
了。店家变成公园，地下道也从潮湿黑
暗变成明亮好走。而曾经一起走路回家
的人，也已各奔东西，除了家人，大家
已成过客。

偶尔回想起那段走路回家的时光，还
是充满感动，毕竟那就是我的青春。

从老家走到学校，大概要十分钟，
小时候，我与弟弟、妹妹不用双亲接
送，喜欢自己走路回家。放学后，有时
我们会一起，有时则各自跟班上同学结
伴走回家。

我 喜 欢 走 路 回 家 ， 因 为 可 以 看 路
上 不 同 的 景 致 ， 各 式 各 样 的 店 家 与
房 子 ， 当 然 ， 还 可 以 偷 偷 跑 到 杂 货
店 买 漫 画 、 玩 玩 具 ， 或 是 看 人 家 打
电 动 。 另 外 ， 有 个 住 在 学 校 附 近 的
同 学 ， 他 们 家 有 当 时 最 流 行 的 任 天
堂 ， 我 们 常 在 温 习 功 课 后 ， 就 开 始

文／以薰

退休规划

做个快乐的全职义工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生前说
过：「我没有舍利子！」然而，在
2月13日荼毘圆满后，大师不仅烧
出舍利子，而且数量目前多到难以
计数！

在荼毘仪式经过3个多小时后，
弟子们在为星云大师整理舍利灵骨
时，发现有许多清净白皙，光滑圆
润，宛如珍珠般大小的圆形结晶舍
利子，有些散落、有些则是坎在洁
白的遗骨舍利中，更有无数小舍利
子，数量目前都难以计算，令人震
惊。

佛光山表示，大师舍利子色泽
多为法乳般净白，犹如他所坐之涅
盘塔，其他还有红、黄、蓝、黑等
琉璃光色的圆形结晶坚固子。还有
遗骨舍利、舍利花等，庄严无比。

所谓舍利，是梵语sarīra遗骨
之意。通常指佛陀的遗骨，佛陀遗
体焚化后结晶而形成的固体物，如
佛骨、佛牙、佛顶骨舍利、佛指舍
利等等。

星云大师全集
大师法身舍利
按佛教观念来说，舍利形成原

因，不是生理因素，也非食物结
晶，而是日积月累长年修持，功
德昭著的自然成就，是戒、定、
慧三学熏修的成果。如《金光明
经》卷四〈舍身品〉云：「舍利
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
得，最上福田。」对此，佛光山

文／妙熙

表示，星云大师烧出舍利子是大师
一生修持，利益众生的功德自然感
得的结果。

至于星云大师为何要说，自己没
有舍利子呢？

那是大师希望世人对佛法的认知
应回到根本，而不是在有形、有相

上求，不强调舍利子的信仰。一如
大师曾说过，只有道德才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能够求证空
无的真理，更是究竟解脱之道。

星云大师的真身舍利，应证了人
间佛教的菩萨行者，以慈悲智慧在
人间为众生服务、落实三好、四给

的行持，也是至高无上的法门。
佛光山表示，除了真身舍利，星

云大师一生的行谊、法语开示、文
字著作，如395本《星云大师全集》
等，都是他的法身舍利，若能阅读
后，提升自我道德修养，身体力
行，才是真正平安幸福的解脱道。

  星云大师舍利子色泽多为法乳
般净白，其他还有红、黄、蓝、
黑等琉璃光色的圆形结晶坚固
子，庄严无比。图／妙熙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化世圆
满，于2月5日圆寂，享耆寿97
岁。大师的真身舍利，应证了人
间佛教的菩萨行者，以慈悲智慧
在人间为众生服务、落实三好、
四给的行持，也是至高无上的法
门。 图／资料照片

星云大师真身舍利 奉安万寿园
【记者罗智华、许贞慧、李生凤

高雄报导】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圆
寂荼□大典2月13日下午于台南白河
大仙寺圆满后，由僧信二众恭候大
师真身舍利回山，晚间于佛光山万
寿园大师真身舍利堂，举行「传临
济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山开山祖师
星云大师奉安仪式」，数千位全山
徒众齐声祝祷、祈愿星云大师乘愿
再来。

僧信二众弟子夹道跪接
叩首恭迎舍利回山
晚间8时，大师真身舍利奉安车

队从台29线缓缓驶进问道塔旁，由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手捧大师真身
舍利步入万寿园，僧信二众弟子夹
道跪接，一路从问道塔至万寿园，
绵延一公里叩首恭迎舍利回山、场
景殊胜。

接著由心保和尚，退居和尚心
定和尚、心培和尚三师主法奉安仪
式，率僧信二众诵持〈大悲咒〉、
〈变食真言〉、〈佛光赞〉等圣
号，将诵经功德回向星云大师。奉
安仪式坛场以兰花、桔梗花等鲜
花、素果布置而成，会场庄严、隆
重。

心保和尚开示，「大师虽舍报，
但精神永留徒众心中」，大师给予
我们许多因缘，要谨记教诲、为教

争光，学习大师「心怀度众慈悲
愿」的愿心，以佛法为依归、以大
师精神为依靠，团结一心发扬大师
为佛教、为众生的人间佛教宗风。

全集如大师法身舍利
研读传承愿心
大师发愿来世要再做和尚，大师

一生奉献佛教，弘法海内外，世界
各地都有道场，可说是前无古人，
相信之后也很难被超越。大师于舍
报前出版多达395册、逾3000万字
的《星云大师全集》，诸供养中，
以法供养为最，《星云大师全集》
就如同大师的法身舍利，勉励徒众
要细细研读，继续传承大师「佛光
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愿心，相信大师光辉将永远照耀大
众。

位于万寿园中的星云大师真身舍
利堂，堂名两侧特别挂有对联「星
辰影里那伽定，云水光中自在身」
，来感念大师的弘法愿心；这副对
联是由在台湾佛教界享有「湖南才
子」美誉的张龄，在生前以大师之
名写成，深具才气的他与星云大师
结缘多年、因缘深厚。

《星云大师全集》中提及，佛光
山万寿园的设立，是大师早年前往
泰国、菲律宾弘法时，参考当地墓
园设计而规画，于1974年获得批准
立案，是南台湾第一所合法墓园，
这里不仅有安葬、吊唁的地方，亦
可供奉牌位，每天早、晚都有专人
诵经念佛，环境明亮、宽敞。

佛光山僧信二众恭候星云大师真身舍利回山，晚间于佛光山万寿园大师真身
舍利堂举行「传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奉安仪式」，数
千徒众齐声祝祷、祈愿大师乘愿再来。 图／人间社记者庄美昭

我和专科同学均踏入职场30载，
日前聚会聊起退休的话题，激起
大夥热烈讨论，有人对未来充满憧
憬，早已备妥新人生计划，当然也
有人还在观望。而我，半百前对人
生下半场一点计划也没有，揣想离
退休还早哩，没啥好超前部署，总
有事情等著我做，跨出去就是了。

可是跨越半百门槛，想法却有了
改变。我试著爬梳自己一路走来，
对哪些事持续热衷，觉察内心真实
的感受。毕竟以现代人的寿命，或
许退休后还有20至25年的银发时
光，怎能虚度呢。

这阵子也积极利用空闲时间，藉
由参与一些活动，探索自己未来的
方向。进而发现，担任义工是我退
休生活的基本方向，至于在哪里服
务较适合我，则需要一段时间的摸
索，才能找出适性的任务。从前我
轻忽了做为一个义工，其实是需要
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变化，也需具
备服务的相关技巧及知识。时时保
持学习的热诚，应是基本心态。

于是，我开始接触一些有兴趣的
义工机会，试著去探索自己与单位的
融合程度。义工也有升迁管道，我是
否可以再精进，这些都是我的考量。

离开职场前，希望能找到有发展
性的义工机会，利用周末及休假日
服勤，待退休之日无缝接轨，做一
个快乐的全职义工。

图／资料照片


